






序言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隨著全球化、國際化、數位化的Society5.0到來，歐洲與亞洲之

語言及教育文化亦隨之產生新的變革。為因應上述的社會發展，創

新跨域教育之研究業已成為未來需進一步深入探討之重點。歐亞語

文研究叢書第三冊主題為「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希望能從跨

域與創新的觀點，拓展歐亞研究的新視野。本專書共收錄6篇研究論

文，其中兩篇論文為特別邀稿。6篇論文皆緊扣「創新」與「跨域」

的主題，題材多元且新穎，值得一讀。

曾秋桂教授的論文主要闡述在AI時代的台灣日語教育今後發展

方向，同時論述外語教育導入AI之可行性。落合由治教授則是將自

然言語處理技術（AI）導入外語教育或人文社會領域應用中的文本

探勘，提示了外語教育或人文社會領域之跨域研究的新方法論。王敏

東教授‧郭威廷醫師更是透過垮界研究，分析並探討「新冠肺炎

(corona)」新語在各領域的使用狀況。董莊敬副教授的論文則是從日

本高中接續大學橫跨不同領域的觀點探討「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

涵及課題，並闡明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

改革之啟示。林待吟助理教授的論文是探討文學文本閱讀對提升學生

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可能性，同時並分析教師不同的教學略與學生的學

習成效之關連。陳思穎博士生的論文則是探討中國道家的宇宙論與西

方希臘神話中宇宙論之異同以及其相互關係，觀點新穎。

歐亞語文學院以《歐亞語文研究》為主軸的系列叢書，自2016 

年3月出版第一冊之後，迄今已邁入第三冊，專書內容係以校內外學

者之研究成果為基礎，每篇論文皆邀請專家學者匿名審查，經過外審

通過後出版。在此，特別感謝淡江大學日文系曾秋桂教授以及淡江大

學日文系落合由治教授在百忙當中允諾賜稿，同時並感謝審稿者費心

的審稿，給予投稿者非常多寶貴的建議。本專書付梓在即，在此謹向

所有參與編輯同仁致上最深的謝意。

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

董莊敬院長

2020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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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曉雯(2018)「知識管理來到AI世代」《會計研究月刊》第395期66頁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
2TechNews(2017)「李開復台大畢業演說全文，AI的時代」《科技新報》。

http://technews.tw/2017/06/04/lee-kai-fu-ntu/(2020年4月10日閱覽)
3蔡岱育(2019)「AI與國際關係：人工智慧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全球

政治評論》第65期4頁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4節錄自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

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

淡江大學)圓桌論壇上的山本和英教授發言。AI中文翻譯成「人工智慧」、日

文翻譯成「人工知能」。長年進行日語與AI技術研究開發的工科出身山本和

英教授(曾任教長岡技術科學大學)認為，AI不是智慧，是需要被餵食龐大資

料的高性能工具。因此山本和英教授判定「人工知能」的日文翻譯，比較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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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期電腦稽核協會11頁中提到，「被自動化取代的工作主要是有重覆性高、

簡單(單一性)、目標明確等特性的工作，而人際間互動強、需處理應變的突發

狀況多、需針對個人特定需求而產生個別服務類型的工作，被取代的可能性

則較低。」
7蔡志宏、周士雄、莊順斌(2018)「我國數位科技引領產業創新之現況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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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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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註7、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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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不該拘泥既定的教師角色，破除老舊思維才能開拓新氣象。

13賴錦雀(2016)「台湾日本語教育年表」『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1頁東

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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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賴錦雀(2016)「台湾における120年来の日本語学研究─1895-2015年」『東吳

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97頁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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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賴錦雀(2019)「蔡茂豐教授與台灣日語教育」『東吳外語學報』東吳大學外

語學院第47期4頁。

22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
多和田葉子『不死の鳥』を例にして―」、曾秋桂(2019)「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
育へ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2019)「日本語研究
に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の可能性」、彭春陽(2019)「AI
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
世杰(2019)「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

基礎的検討―」、王嘉臨(2019)「小説テキ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葉夌(2019)「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

23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受容の一考
察」、落合由治(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研究
の方向性」、王嘉臨(2019)「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村上春樹研究動向の分
析―CiNiiのタイトル分析を通して」、葉夌(2019)「村上春樹研究におけるAI
導入」、葉夌(2019)「AIで読む村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葉
夌(2020)「日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
曾秋桂(2020)「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
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
(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
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落合由治(2020)「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応用と開拓を目指して─」、蔡佩青、魏世杰(2020)「正規表現による文
型検索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曾秋桂(2020)「AIの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
る日本原発文学研究への支援―『それでも三月は、また』を例にして―」『比較
文化研究』140、落合由治(2020)「AI技術からみた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
の展望と課題─日本語教育の繋がりと協働の新領域をめざして─」『日本語
敎育研究』第50輯、落合由治(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の応用と発展可
能性の探究─日本語教育および日本関係人文社会系研究との連繋と協働を
めざして─」『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47期、蔡佩青、魏世杰(2020)「AI人工知能
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小説の日中翻訳を例に―」《台灣日本語教育學
報》第34期、葉夌(2020)「村上春樹「鏡」における研究視点の移動―Word2Vec を
視座にして―」『村上春樹研究叢書』第7輯

24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另外邀請到賴錦雀(東吳大學特聘教授)、魏世杰(

淡江大學資管系主任)、范淑文(台灣大學教授)、李偉煌(靜宜大學副教授)、

蔡佩青(淡江大學副教授)、王嘉臨(淡江大學副教授)、葉夌(淡江大學助理教

授)、落合由治(淡江大學特聘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25於2019年3月9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
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盧明姫「言語教育に
及ぼすAIの現状―韓国の場合―」、彭春陽「AI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
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世杰「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
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基礎的検討―」、神作晋一「音声入
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研究‧教育への応用―テレビ‧ラジオ番組を例
として―」、渡邊靖史「AIと日本語音声教育」、陳冠霖「自然言語処理技術を活
用した日本語音声教育―文末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中心に―」、李偉煌「自然言
語処理と日本語教育の応用―初級作文授業への導入―」。AI時代中的教師
定位相關論文有2篇：葉淑華「次世代教員養成におけるICT活用の授業力と
その課題―実践を通して―」、張紫音「人工知能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師の
位置づけとストラテジー」。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デ
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不死の島』
を例にして―」、王佑心「AI文学理論とAI（人工知能）創作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問題提起としての脱構築思想―」、葉夌「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王嘉臨「小説テク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日本語學相關有1篇：落合由治「日本語研究に
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可能性」。

26於2019年11月30日由本人負責舉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2019年度台
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表論文中與AI相關的明細如
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8篇：曾秋桂「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へ

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公文素子「AIを用いた防災教育の可能性」、簡曉
花「Zuvio IRSを生かした「日本社会と流行文化」授業の試み」、賴錦雀「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日本語読解への応用―比較読解を例として―」、奧村訓代「
AI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を考える―AIは、敵か味方か―」、渡邊靖史「AI研究とこ
れからの日本語教育に必要なプロソディー教育―フォーカス・オン・フォーカ
ス (Focus on Focus) ―」、蔡佩青‧魏世杰「AI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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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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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の協働による外国語教育韓国における模索」、黄金堂「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
AI教育戦略の比較について」、神作晋一「音声入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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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曾秋桂*

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

境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
外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
的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

能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

有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

時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

語)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
強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

能經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之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

       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 

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 

中文摘要 

        21世紀生活的任何人都知曉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狂潮已席捲 

全世界，且顛覆了每一個人的生活型態。而從事的職種因AI而消失了

不少，也因AI而新增許多。本論文是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 

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在此AI時代立足之後，提出的對策方案。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育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

以挺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券在握。

關鍵字：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HI(Human Intelligence)、AI的思

維、AI的應用、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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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生活的任何人都知曉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狂潮已席捲

全世界，且顛覆了每一個人的生活型態。而從事的職種因AI而消失了

不少，也因AI而新增許多。本論文是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

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在此AI時代立足之後，提出的對策方案。

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

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

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

境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
外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
的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

能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

有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

時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

語)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
強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

能經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之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育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

以挺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券在握。

關鍵字：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HI(Human Intelligence)、AI的思

維、AI的應用、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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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Cultivating Japanese Language 2.0
Human Resources through both AI and HI

Tseng, Chiu-Kuei*

Abstract
Everyone living in the 21st century is familiar with th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aze. It has taken the world by storm and turned everyone's 
lifestyle upside down. Many jobs have disappeared due to AI and many 
new jobs have been created due to AI. This article looks at how Japanese 
language learners and language teachers can survive in this AI era and I 
propose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Through the actual participation of teachers in the growth community, 
seminars, workshop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s in learning AI 
experience, inferred a rule not to be eliminated by AI. That is to adjust the 
traditional five skills (reading, speaking, listening, writing, translation)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The "AI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ecture course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contextual interest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cross-field cooperation to 
implement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This lecture course is design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I thinking" and "AI application". The goal is to 
cultivate Japanese language learners with the five necessary abilities of 
foreign language AI. Because only with AI thinking can man-machine 
cooperation. Only by making good use of AI and playing HI (Human 
Intelligence), which cannot be replicated by machines, can we b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new era. In this way, the Japanese language 1.0 talent 
cultivated by the traditional five skills will be upgraded to the Japanese 
language 2.0 talent with both AI and HI.

We must make good use of the strengths of AI calculations and data 
processing, and must add HI that AI cannot replicate to strengthen AI's 
weaknesses. This goal of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may be achievable by peopl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fields 

who can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ch thinking. However, if 
human social need a solid five skills language professional ability, the only 
language professional learners can dominate. All in all; whe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r deepening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my proposed solution for AI Empowered talents for Japanese language 
2.0 professionals will be a good idea. By cultivating Japanese language 2.0 
talents who have both AI and HI, they can stand on the top of the AI wave, 
which is enough to stand up to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and master success 
with winning tickets in hand.

Keywords: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 (Human Intelligence), AI 
thinking, AI application, Japanese language professional 2.0 
talents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Tamk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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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Everyone living in the 21st century is familiar with th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aze. It has taken the world by storm and turned everyone's 
lifestyle upside down. Many jobs have disappeared due to AI and many 
new jobs have been created due to AI. This article looks at how Japanese 
language learners and language teachers can survive in this AI era and I 
propose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Through the actual participation of teachers in the growth community, 
seminars, workshop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s in learning AI 
experience, inferred a rule not to be eliminated by AI. That is to adjust the 
traditional five skills (reading, speaking, listening, writing, translation) 
Japanes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The "AI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ecture course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contextual interest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cross-field cooperation to 
implement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This lecture course is design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I thinking" and "AI application". The goal is to 
cultivate Japanese language learners with the five necessary abilities of 
foreign language AI. Because only with AI thinking can man-machine 
cooperation. Only by making good use of AI and playing HI (Human 
Intelligence), which cannot be replicated by machines, can we b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new era. In this way, the Japanese language 1.0 talent 
cultivated by the traditional five skills will be upgraded to the Japanese 
language 2.0 talent with both AI and HI.

We must make good use of the strengths of AI calculations and data 
processing, and must add HI that AI cannot replicate to strengthen AI's 
weaknesses. This goal of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may be achievable by peopl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fields 

who can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ch thinking. However, if 
human social need a solid five skills language professional ability, the only 
language professional learners can dominate. All in all; when talk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r deepening of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AI 
era, my proposed solution for AI Empowered talents for Japanese language 
2.0 professionals will be a good idea. By cultivating Japanese language 2.0 
talents who have both AI and HI, they can stand on the top of the AI wave, 
which is enough to stand up to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and master success 
with winning tickets in hand.

Keywords: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 (Human Intelligence), AI 
thinking, AI application, Japanese language professional 2.0 
talents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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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56卷2期8頁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42同註1、72頁。

43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期20頁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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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118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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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同註44、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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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中。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
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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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座にして―」『村上春樹研究叢書』第7輯

24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另外邀請到賴錦雀(東吳大學特聘教授)、魏世杰(

淡江大學資管系主任)、范淑文(台灣大學教授)、李偉煌(靜宜大學副教授)、

蔡佩青(淡江大學副教授)、王嘉臨(淡江大學副教授)、葉夌(淡江大學助理教

授)、落合由治(淡江大學特聘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25於2019年3月9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
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盧明姫「言語教育に
及ぼすAIの現状―韓国の場合―」、彭春陽「AI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
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世杰「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
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基礎的検討―」、神作晋一「音声入
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研究‧教育への応用―テレビ‧ラジオ番組を例
として―」、渡邊靖史「AIと日本語音声教育」、陳冠霖「自然言語処理技術を活
用した日本語音声教育―文末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中心に―」、李偉煌「自然言
語処理と日本語教育の応用―初級作文授業への導入―」。AI時代中的教師
定位相關論文有2篇：葉淑華「次世代教員養成におけるICT活用の授業力と
その課題―実践を通して―」、張紫音「人工知能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師の
位置づけとストラテジー」。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デ
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不死の島』
を例にして―」、王佑心「AI文学理論とAI（人工知能）創作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問題提起としての脱構築思想―」、葉夌「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王嘉臨「小説テク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日本語學相關有1篇：落合由治「日本語研究に
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可能性」。

26於2019年11月30日由本人負責舉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2019年度台
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表論文中與AI相關的明細如
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8篇：曾秋桂「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へ

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公文素子「AIを用いた防災教育の可能性」、簡曉
花「Zuvio IRSを生かした「日本社会と流行文化」授業の試み」、賴錦雀「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日本語読解への応用―比較読解を例として―」、奧村訓代「
AI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を考える―AIは、敵か味方か―」、渡邊靖史「AI研究とこ
れからの日本語教育に必要なプロソディー教育―フォーカス・オン・フォーカ
ス (Focus on Focus) ―」、蔡佩青‧魏世杰「AI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
能性―ニューラル機械翻訳モデルの性能比較―」。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
有2篇：孫昊「AI技術を用いた川端康成代筆問題の解明」、葉夌「AIで読む村
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

27於2020年6月20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中口頭發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申忠均「AI
との協働による外国語教育韓国における模索」、黄金堂「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
AI教育戦略の比較について」、神作晋一「音声入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
教育―中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ディクテーション課題の内容について―」、
蘇彦如「台湾の高等学校第二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動画コンテンツ、WEBゲー
ムを使った動機付けの一考察」、蔡佩青‧魏世杰「正規表現による文型検索
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池畑裕介「社会人日本語上級クラスにおける
YOUTUBEの絵本活用の一試み」、王湘榕「zuvioIRSを取り入れた上級聴解
授業の試み」。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
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
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葉夌「日
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王佑心「物
語の技術を考えるために―漱石『文学論』と記号推論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28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且邀請了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方献洲主任、東吳大

學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輔仁大學日文系楊錦昌教授、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林長河主任、台灣大學日文系林慧君教授、靜宜大學日文系邱若山主任、淡

江大學落合由治特聘教授、東吳大學賴錦雀特聘教授、韓國全北大學校申忠

均教授等擔任與談人。與談人提出諸多建設性發言，將有利日文系未來的發

展。
29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自然言語
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14頁。

30同註29、31頁。

31同註29、31頁中提示「計算言語学は、統計や論理など計算的手法を利用して自
然言語をモデリングする言語学の一分野であり、言語学よりも自然言語処理に
近い学問です」。

32同註29、31頁中提示「伝統的に言語学は文系で、自然言語処理は理系に分類
され、計算言語学と自然言語処理は別なルーツを辿っているため、もともとの
出発点が少々異な」る。

33AI發展史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
120.html(2020年2月10日閲覧)

34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淡江大

學淡水校園)圓桌論壇上山本和英教授的發言。

35AI發展史的時期區分是依據日本總務省「情報通信白書」(平成28年版)。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120.html
(2020年2月10日閲覧)

36同註29、32頁中提示「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確立‧統計的な手法を用いて大
量のテキストから有用な情報を引き出す技術の総称であり、言語自体の処理
よりも「役立つ情報を引き出すこと」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分野」。

37同註29、49頁中提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関係など、単語の意味な関係
を記述した言語資源は、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いてシソーラスと呼ばれる」。

38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品質月

刊》56卷2期8頁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42同註1、72頁。

43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期20頁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
44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靈與演算法

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118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
45同註44、134頁。

46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已將「素人資料科學家」一詞納

入其中。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
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資料來源：翁書婷 (2019)5。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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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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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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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発点が少々異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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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淡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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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同註29、32頁中提示「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確立‧統計的な手法を用い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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よりも「役立つ情報を引き出すこと」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分野」。

37同註29、49頁中提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関係など、単語の意味な関係
を記述した言語資源は、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いてシソーラスと呼ばれる」。

38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品質月

刊》56卷2期8頁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42同註1、72頁。

43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期20頁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
44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靈與演算法

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118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
45同註44、134頁。

46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已將「素人資料科學家」一詞納

入其中。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
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009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1黃曉雯(2018)「知識管理來到AI世代」《會計研究月刊》第395期66頁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
2TechNews(2017)「李開復台大畢業演說全文，AI的時代」《科技新報》。

http://technews.tw/2017/06/04/lee-kai-fu-ntu/(2020年4月10日閱覽)
3蔡岱育(2019)「AI與國際關係：人工智慧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全球

政治評論》第65期4頁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4節錄自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

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

淡江大學)圓桌論壇上的山本和英教授發言。AI中文翻譯成「人工智慧」、日

文翻譯成「人工知能」。長年進行日語與AI技術研究開發的工科出身山本和

英教授(曾任教長岡技術科學大學)認為，AI不是智慧，是需要被餵食龐大資

料的高性能工具。因此山本和英教授判定「人工知能」的日文翻譯，比較貼

切實際狀況。

5翁書婷 (2019.1.23)「未來工作在這裡！企業最需要的三種AI人才」《數位時

代雜誌》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971/ai-talent-cultivate-playbook
(2020年4月10日閱覽)

6許淑媛(2020)「人工智慧對產業之影響─擁抱AI，戰勝趨勢」《電腦稽核》第

41期電腦稽核協會11頁中提到，「被自動化取代的工作主要是有重覆性高、

簡單(單一性)、目標明確等特性的工作，而人際間互動強、需處理應變的突發

狀況多、需針對個人特定需求而產生個別服務類型的工作，被取代的可能性

則較低。」
7蔡志宏、周士雄、莊順斌(2018)「我國數位科技引領產業創新之現況與展望：

以臺灣AI行動計畫為例」《國土及公共治理》第6卷第4期18頁國家發展委員

會。

8同註7、21頁。
9同註7、23頁。
10http://ai.robo.ntu.edu.tw/news_view.php?id=19(2019年10月11日閱覽)

11節錄自2020年6月19日淡江大學第83次校務會議，由工學院李宗翰院長進行

的「AI創智學院的規劃與願景」專題報告內容。
12山中司(2019)「大学にもう英語教育はいらない―自身の「否定」と「乗り越え」が
求められる英語教育者へのささやかなる警鐘―」『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第38
号立命館大学人間科学研究所74頁中提到「英語教育がAIに「取って代わられ
る」ことが言い過ぎであるとしても，かなりの程度「侵食」され，「取り分を奪われ
る」と考えておくことは決して荒唐無稽な話ではない。」，語言教育雖然不會被
取代，但被蠶食的可能性是極高。87頁中提到「英語教員は，既存の役割に固
執するべきではなく，建設的な意味で大いに自身を「否定」し，その役割を「乗り
越え」た先にある，新たな英語教員像を目指すべき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建
議不該拘泥既定的教師角色，破除老舊思維才能開拓新氣象。

13賴錦雀(2016)「台湾日本語教育年表」『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1頁東

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4賴錦雀(2017)「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歩みと今日的課題」『銘傳日本

語教育』第20期43頁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15賴錦雀(2016)「台湾における120年来の日本語学研究─1895-2015年」『東吳

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97頁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6同註14、47-49頁。
17本人擔任台灣日本語文學會理事長期間(2006-2010)，每月寄送會訊至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
18賴錦雀(2014)「グローバル時代における台湾日本語教育の変化と挑戦」『東

吳外語學報』第38期114頁東吳大學外語學院。
19同註18、121頁。

20賴錦雀(2011)「紀要論文から見た台湾日本語教育学研究の現状と展望－『

東呉日語教育學報』と『台灣日語教育學報』を中心に－」『東吳日語教育

學報』第37期34至35頁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21賴錦雀(2019)「蔡茂豐教授與台灣日語教育」『東吳外語學報』東吳大學外

語學院第47期4頁。

22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
多和田葉子『不死の鳥』を例にして―」、曾秋桂(2019)「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
育へ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2019)「日本語研究
に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の可能性」、彭春陽(2019)「AI
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
世杰(2019)「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

基礎的検討―」、王嘉臨(2019)「小説テキ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葉夌(2019)「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

23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受容の一考
察」、落合由治(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研究
の方向性」、王嘉臨(2019)「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村上春樹研究動向の分
析―CiNiiのタイトル分析を通して」、葉夌(2019)「村上春樹研究におけるAI
導入」、葉夌(2019)「AIで読む村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葉
夌(2020)「日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
曾秋桂(2020)「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
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
(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
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落合由治(2020)「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応用と開拓を目指して─」、蔡佩青、魏世杰(2020)「正規表現による文
型検索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曾秋桂(2020)「AIの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
る日本原発文学研究への支援―『それでも三月は、また』を例にして―」『比較
文化研究』140、落合由治(2020)「AI技術からみた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
の展望と課題─日本語教育の繋がりと協働の新領域をめざして─」『日本語
敎育研究』第50輯、落合由治(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の応用と発展可
能性の探究─日本語教育および日本関係人文社会系研究との連繋と協働を
めざして─」『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47期、蔡佩青、魏世杰(2020)「AI人工知能
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小説の日中翻訳を例に―」《台灣日本語教育學
報》第34期、葉夌(2020)「村上春樹「鏡」における研究視点の移動―Word2Vec を
視座にして―」『村上春樹研究叢書』第7輯

24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另外邀請到賴錦雀(東吳大學特聘教授)、魏世杰(

淡江大學資管系主任)、范淑文(台灣大學教授)、李偉煌(靜宜大學副教授)、

蔡佩青(淡江大學副教授)、王嘉臨(淡江大學副教授)、葉夌(淡江大學助理教

授)、落合由治(淡江大學特聘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25於2019年3月9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
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盧明姫「言語教育に
及ぼすAIの現状―韓国の場合―」、彭春陽「AI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
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世杰「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
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基礎的検討―」、神作晋一「音声入
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研究‧教育への応用―テレビ‧ラジオ番組を例
として―」、渡邊靖史「AIと日本語音声教育」、陳冠霖「自然言語処理技術を活
用した日本語音声教育―文末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中心に―」、李偉煌「自然言
語処理と日本語教育の応用―初級作文授業への導入―」。AI時代中的教師
定位相關論文有2篇：葉淑華「次世代教員養成におけるICT活用の授業力と
その課題―実践を通して―」、張紫音「人工知能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師の
位置づけとストラテジー」。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デ
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不死の島』
を例にして―」、王佑心「AI文学理論とAI（人工知能）創作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問題提起としての脱構築思想―」、葉夌「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王嘉臨「小説テク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日本語學相關有1篇：落合由治「日本語研究に
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可能性」。

26於2019年11月30日由本人負責舉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2019年度台
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表論文中與AI相關的明細如
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8篇：曾秋桂「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へ

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公文素子「AIを用いた防災教育の可能性」、簡曉
花「Zuvio IRSを生かした「日本社会と流行文化」授業の試み」、賴錦雀「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日本語読解への応用―比較読解を例として―」、奧村訓代「
AI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を考える―AIは、敵か味方か―」、渡邊靖史「AI研究とこ
れからの日本語教育に必要なプロソディー教育―フォーカス・オン・フォーカ
ス (Focus on Focus) ―」、蔡佩青‧魏世杰「AI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
能性―ニューラル機械翻訳モデルの性能比較―」。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
有2篇：孫昊「AI技術を用いた川端康成代筆問題の解明」、葉夌「AIで読む村
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

27於2020年6月20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中口頭發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申忠均「AI
との協働による外国語教育韓国における模索」、黄金堂「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
AI教育戦略の比較について」、神作晋一「音声入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
教育―中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ディクテーション課題の内容について―」、
蘇彦如「台湾の高等学校第二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動画コンテンツ、WEBゲー
ムを使った動機付けの一考察」、蔡佩青‧魏世杰「正規表現による文型検索
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池畑裕介「社会人日本語上級クラスにおける
YOUTUBEの絵本活用の一試み」、王湘榕「zuvioIRSを取り入れた上級聴解
授業の試み」。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
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
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葉夌「日
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王佑心「物
語の技術を考えるために―漱石『文学論』と記号推論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28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且邀請了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方献洲主任、東吳大

學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輔仁大學日文系楊錦昌教授、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林長河主任、台灣大學日文系林慧君教授、靜宜大學日文系邱若山主任、淡

江大學落合由治特聘教授、東吳大學賴錦雀特聘教授、韓國全北大學校申忠

均教授等擔任與談人。與談人提出諸多建設性發言，將有利日文系未來的發

展。
29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自然言語
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14頁。

30同註29、31頁。

31同註29、31頁中提示「計算言語学は、統計や論理など計算的手法を利用して自
然言語をモデリングする言語学の一分野であり、言語学よりも自然言語処理に
近い学問です」。

32同註29、31頁中提示「伝統的に言語学は文系で、自然言語処理は理系に分類
され、計算言語学と自然言語処理は別なルーツを辿っているため、もともとの
出発点が少々異な」る。

33AI發展史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
120.html(2020年2月10日閲覧)

34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淡江大

學淡水校園)圓桌論壇上山本和英教授的發言。

35AI發展史的時期區分是依據日本總務省「情報通信白書」(平成28年版)。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120.html
(2020年2月10日閲覧)

36同註29、32頁中提示「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確立‧統計的な手法を用いて大
量のテキストから有用な情報を引き出す技術の総称であり、言語自体の処理
よりも「役立つ情報を引き出すこと」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分野」。

37同註29、49頁中提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関係など、単語の意味な関係
を記述した言語資源は、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いてシソーラスと呼ばれる」。

38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品質月

刊》56卷2期8頁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42同註1、72頁。

43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期20頁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
44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靈與演算法

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118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
45同註44、134頁。

46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已將「素人資料科學家」一詞納

入其中。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
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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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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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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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記述した言語資源は、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いてシソーラスと呼ばれる」。

38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品質月

刊》56卷2期8頁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42同註1、72頁。

43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期20頁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
44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靈與演算法

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118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
45同註44、134頁。

46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已將「素人資料科學家」一詞納

入其中。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
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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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座にして―」『村上春樹研究叢書』第7輯

24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另外邀請到賴錦雀(東吳大學特聘教授)、魏世杰(

淡江大學資管系主任)、范淑文(台灣大學教授)、李偉煌(靜宜大學副教授)、

蔡佩青(淡江大學副教授)、王嘉臨(淡江大學副教授)、葉夌(淡江大學助理教

授)、落合由治(淡江大學特聘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25於2019年3月9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
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盧明姫「言語教育に
及ぼすAIの現状―韓国の場合―」、彭春陽「AI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
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世杰「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
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基礎的検討―」、神作晋一「音声入
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研究‧教育への応用―テレビ‧ラジオ番組を例
として―」、渡邊靖史「AIと日本語音声教育」、陳冠霖「自然言語処理技術を活
用した日本語音声教育―文末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中心に―」、李偉煌「自然言
語処理と日本語教育の応用―初級作文授業への導入―」。AI時代中的教師
定位相關論文有2篇：葉淑華「次世代教員養成におけるICT活用の授業力と
その課題―実践を通して―」、張紫音「人工知能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師の
位置づけとストラテジー」。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デ
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不死の島』
を例にして―」、王佑心「AI文学理論とAI（人工知能）創作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問題提起としての脱構築思想―」、葉夌「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王嘉臨「小説テク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日本語學相關有1篇：落合由治「日本語研究に
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可能性」。

26於2019年11月30日由本人負責舉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2019年度台
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表論文中與AI相關的明細如
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8篇：曾秋桂「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へ

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公文素子「AIを用いた防災教育の可能性」、簡曉
花「Zuvio IRSを生かした「日本社会と流行文化」授業の試み」、賴錦雀「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日本語読解への応用―比較読解を例として―」、奧村訓代「
AI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を考える―AIは、敵か味方か―」、渡邊靖史「AI研究とこ
れからの日本語教育に必要なプロソディー教育―フォーカス・オン・フォーカ
ス (Focus on Focus) ―」、蔡佩青‧魏世杰「AI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
能性―ニューラル機械翻訳モデルの性能比較―」。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
有2篇：孫昊「AI技術を用いた川端康成代筆問題の解明」、葉夌「AIで読む村
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

27於2020年6月20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中口頭發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申忠均「AI
との協働による外国語教育韓国における模索」、黄金堂「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
AI教育戦略の比較について」、神作晋一「音声入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
教育―中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ディクテーション課題の内容について―」、
蘇彦如「台湾の高等学校第二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動画コンテンツ、WEBゲー
ムを使った動機付けの一考察」、蔡佩青‧魏世杰「正規表現による文型検索
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池畑裕介「社会人日本語上級クラスにおける
YOUTUBEの絵本活用の一試み」、王湘榕「zuvioIRSを取り入れた上級聴解
授業の試み」。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
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
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葉夌「日
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王佑心「物
語の技術を考えるために―漱石『文学論』と記号推論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28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且邀請了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方献洲主任、東吳大

學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輔仁大學日文系楊錦昌教授、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林長河主任、台灣大學日文系林慧君教授、靜宜大學日文系邱若山主任、淡

江大學落合由治特聘教授、東吳大學賴錦雀特聘教授、韓國全北大學校申忠

均教授等擔任與談人。與談人提出諸多建設性發言，將有利日文系未來的發

展。
29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自然言語
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14頁。

30同註29、31頁。

31同註29、31頁中提示「計算言語学は、統計や論理など計算的手法を利用して自
然言語をモデリングする言語学の一分野であり、言語学よりも自然言語処理に
近い学問です」。

32同註29、31頁中提示「伝統的に言語学は文系で、自然言語処理は理系に分類
され、計算言語学と自然言語処理は別なルーツを辿っているため、もともとの
出発点が少々異な」る。

33AI發展史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
120.html(2020年2月10日閲覧)

34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淡江大

學淡水校園)圓桌論壇上山本和英教授的發言。

35AI發展史的時期區分是依據日本總務省「情報通信白書」(平成28年版)。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120.html
(2020年2月10日閲覧)

36同註29、32頁中提示「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確立‧統計的な手法を用いて大
量のテキストから有用な情報を引き出す技術の総称であり、言語自体の処理
よりも「役立つ情報を引き出すこと」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分野」。

37同註29、49頁中提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関係など、単語の意味な関係
を記述した言語資源は、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いてシソーラスと呼ばれる」。

38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品質月

刊》56卷2期8頁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42同註1、72頁。

43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期20頁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
44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靈與演算法

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118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
45同註44、134頁。

46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已將「素人資料科學家」一詞納

入其中。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
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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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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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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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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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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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日閱覽)

「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https://iknow.stpi.narl.

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月10日閱

覽)

「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

務AutoAI」 https://ithome.com.tw/news/133791(2020年

4月10日閱覽)

(二)日文相關

1.期刊雜誌論文

賴錦雀(2011)「紀要論文から見た台湾日本語教育学研究の現状と

展望－『東呉日語教育學報』と『台灣日語教育學報』を

中心に－」『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37期(東吳大學日本

語文學系)、pp.34-35

賴錦雀(2014)「グローバル時代における台湾日本語教育の変化と

挑戦」『東吳外語學報』第38期(東吳大學外語學院)、

p.114

賴錦雀(2016)「台湾における120年来の日本語学研究─1895‒2015 

年─」『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東吳大學日本語文

學系)、p.97

賴錦雀(2016)「台湾日本語教育年表」『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p.1

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

『自然言語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p.14、p.31、p.32、

p.49

賴錦雀(2017)「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歩みと今日的課題」『銘

傳日本語教育』第20期(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p.43、

pp.47-49

山中司(2019)「大学にもう英語教育はいらない―自身の「否定」と「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乗り越え」が求められる英語教育者へのささやかなる警

鐘―」『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第38号(立命館大学人間

科学研究所)、p.74、p.87

賴錦雀(2019)「蔡茂豐教授與台灣日語教育」『東吳外語學報』47期(

東吳大學外語學院)、p.4

曾秋桂編集(2019)『「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議予稿

集』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淡江大学村上春樹研究セ

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pp.4-139

曾秋桂編集(2019)『「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

議予稿集』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淡江大学村上春樹

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pp.3-139

曾秋桂編集(2020)『「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

議予稿集』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淡江大学村上春樹

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pp.3-136

2.網路資料

日 本 總 務 省「 情 報 通 信 白 書 」( 平 成 2 8 年 版 ) 。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

/html/nc142120.html (2020年2月10日閲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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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曉雯(2018)「知識管理來到AI世代」《會計研究月刊》第395期66頁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
2TechNews(2017)「李開復台大畢業演說全文，AI的時代」《科技新報》。

http://technews.tw/2017/06/04/lee-kai-fu-ntu/(2020年4月10日閱覽)
3蔡岱育(2019)「AI與國際關係：人工智慧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全球

政治評論》第65期4頁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4節錄自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

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

淡江大學)圓桌論壇上的山本和英教授發言。AI中文翻譯成「人工智慧」、日

文翻譯成「人工知能」。長年進行日語與AI技術研究開發的工科出身山本和

英教授(曾任教長岡技術科學大學)認為，AI不是智慧，是需要被餵食龐大資

料的高性能工具。因此山本和英教授判定「人工知能」的日文翻譯，比較貼

切實際狀況。

5翁書婷 (2019.1.23)「未來工作在這裡！企業最需要的三種AI人才」《數位時

代雜誌》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971/ai-talent-cultivate-playbook
(2020年4月10日閱覽)

6許淑媛(2020)「人工智慧對產業之影響─擁抱AI，戰勝趨勢」《電腦稽核》第

41期電腦稽核協會11頁中提到，「被自動化取代的工作主要是有重覆性高、

簡單(單一性)、目標明確等特性的工作，而人際間互動強、需處理應變的突發

狀況多、需針對個人特定需求而產生個別服務類型的工作，被取代的可能性

則較低。」
7蔡志宏、周士雄、莊順斌(2018)「我國數位科技引領產業創新之現況與展望：

以臺灣AI行動計畫為例」《國土及公共治理》第6卷第4期18頁國家發展委員

會。

8同註7、21頁。
9同註7、23頁。
10http://ai.robo.ntu.edu.tw/news_view.php?id=19(2019年10月11日閱覽)

11節錄自2020年6月19日淡江大學第83次校務會議，由工學院李宗翰院長進行

的「AI創智學院的規劃與願景」專題報告內容。
12山中司(2019)「大学にもう英語教育はいらない―自身の「否定」と「乗り越え」が
求められる英語教育者へのささやかなる警鐘―」『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第38
号立命館大学人間科学研究所74頁中提到「英語教育がAIに「取って代わられ
る」ことが言い過ぎであるとしても，かなりの程度「侵食」され，「取り分を奪われ
る」と考えておくことは決して荒唐無稽な話ではない。」，語言教育雖然不會被
取代，但被蠶食的可能性是極高。87頁中提到「英語教員は，既存の役割に固
執するべきではなく，建設的な意味で大いに自身を「否定」し，その役割を「乗り
越え」た先にある，新たな英語教員像を目指すべき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建
議不該拘泥既定的教師角色，破除老舊思維才能開拓新氣象。

13賴錦雀(2016)「台湾日本語教育年表」『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1頁東

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4賴錦雀(2017)「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歩みと今日的課題」『銘傳日本

語教育』第20期43頁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15賴錦雀(2016)「台湾における120年来の日本語学研究─1895-2015年」『東吳

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97頁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6同註14、47-49頁。
17本人擔任台灣日本語文學會理事長期間(2006-2010)，每月寄送會訊至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
18賴錦雀(2014)「グローバル時代における台湾日本語教育の変化と挑戦」『東

吳外語學報』第38期114頁東吳大學外語學院。
19同註18、121頁。

20賴錦雀(2011)「紀要論文から見た台湾日本語教育学研究の現状と展望－『

東呉日語教育學報』と『台灣日語教育學報』を中心に－」『東吳日語教育

學報』第37期34至35頁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21賴錦雀(2019)「蔡茂豐教授與台灣日語教育」『東吳外語學報』東吳大學外

語學院第47期4頁。

22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
多和田葉子『不死の鳥』を例にして―」、曾秋桂(2019)「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
育へ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2019)「日本語研究
に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の可能性」、彭春陽(2019)「AI
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
世杰(2019)「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

基礎的検討―」、王嘉臨(2019)「小説テキ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葉夌(2019)「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

23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受容の一考
察」、落合由治(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研究
の方向性」、王嘉臨(2019)「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村上春樹研究動向の分
析―CiNiiのタイトル分析を通して」、葉夌(2019)「村上春樹研究におけるAI
導入」、葉夌(2019)「AIで読む村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葉
夌(2020)「日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
曾秋桂(2020)「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
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
(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
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落合由治(2020)「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応用と開拓を目指して─」、蔡佩青、魏世杰(2020)「正規表現による文
型検索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曾秋桂(2020)「AIの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
る日本原発文学研究への支援―『それでも三月は、また』を例にして―」『比較
文化研究』140、落合由治(2020)「AI技術からみた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
の展望と課題─日本語教育の繋がりと協働の新領域をめざして─」『日本語
敎育研究』第50輯、落合由治(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の応用と発展可
能性の探究─日本語教育および日本関係人文社会系研究との連繋と協働を
めざして─」『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47期、蔡佩青、魏世杰(2020)「AI人工知能
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小説の日中翻訳を例に―」《台灣日本語教育學
報》第34期、葉夌(2020)「村上春樹「鏡」における研究視点の移動―Word2Vec を
視座にして―」『村上春樹研究叢書』第7輯

24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另外邀請到賴錦雀(東吳大學特聘教授)、魏世杰(

淡江大學資管系主任)、范淑文(台灣大學教授)、李偉煌(靜宜大學副教授)、

蔡佩青(淡江大學副教授)、王嘉臨(淡江大學副教授)、葉夌(淡江大學助理教

授)、落合由治(淡江大學特聘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25於2019年3月9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
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盧明姫「言語教育に
及ぼすAIの現状―韓国の場合―」、彭春陽「AI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
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世杰「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
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基礎的検討―」、神作晋一「音声入
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研究‧教育への応用―テレビ‧ラジオ番組を例
として―」、渡邊靖史「AIと日本語音声教育」、陳冠霖「自然言語処理技術を活
用した日本語音声教育―文末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中心に―」、李偉煌「自然言
語処理と日本語教育の応用―初級作文授業への導入―」。AI時代中的教師
定位相關論文有2篇：葉淑華「次世代教員養成におけるICT活用の授業力と
その課題―実践を通して―」、張紫音「人工知能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師の
位置づけとストラテジー」。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デ
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不死の島』
を例にして―」、王佑心「AI文学理論とAI（人工知能）創作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問題提起としての脱構築思想―」、葉夌「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王嘉臨「小説テク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日本語學相關有1篇：落合由治「日本語研究に
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可能性」。

26於2019年11月30日由本人負責舉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2019年度台
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表論文中與AI相關的明細如
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8篇：曾秋桂「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へ

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公文素子「AIを用いた防災教育の可能性」、簡曉
花「Zuvio IRSを生かした「日本社会と流行文化」授業の試み」、賴錦雀「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日本語読解への応用―比較読解を例として―」、奧村訓代「
AI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を考える―AIは、敵か味方か―」、渡邊靖史「AI研究とこ
れからの日本語教育に必要なプロソディー教育―フォーカス・オン・フォーカ
ス (Focus on Focus) ―」、蔡佩青‧魏世杰「AI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
能性―ニューラル機械翻訳モデルの性能比較―」。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
有2篇：孫昊「AI技術を用いた川端康成代筆問題の解明」、葉夌「AIで読む村
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

27於2020年6月20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中口頭發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申忠均「AI
との協働による外国語教育韓国における模索」、黄金堂「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
AI教育戦略の比較について」、神作晋一「音声入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
教育―中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ディクテーション課題の内容について―」、
蘇彦如「台湾の高等学校第二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動画コンテンツ、WEBゲー
ムを使った動機付けの一考察」、蔡佩青‧魏世杰「正規表現による文型検索
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池畑裕介「社会人日本語上級クラスにおける
YOUTUBEの絵本活用の一試み」、王湘榕「zuvioIRSを取り入れた上級聴解
授業の試み」。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
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
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葉夌「日
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王佑心「物
語の技術を考えるために―漱石『文学論』と記号推論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28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且邀請了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方献洲主任、東吳大

學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輔仁大學日文系楊錦昌教授、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林長河主任、台灣大學日文系林慧君教授、靜宜大學日文系邱若山主任、淡

江大學落合由治特聘教授、東吳大學賴錦雀特聘教授、韓國全北大學校申忠

均教授等擔任與談人。與談人提出諸多建設性發言，將有利日文系未來的發

展。
29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自然言語
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14頁。

30同註29、31頁。

31同註29、31頁中提示「計算言語学は、統計や論理など計算的手法を利用して自
然言語をモデリングする言語学の一分野であり、言語学よりも自然言語処理に
近い学問です」。

32同註29、31頁中提示「伝統的に言語学は文系で、自然言語処理は理系に分類
され、計算言語学と自然言語処理は別なルーツを辿っているため、もともとの
出発点が少々異な」る。

33AI發展史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
120.html(2020年2月10日閲覧)

34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淡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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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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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pp.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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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賴錦雀(2014)「グローバル時代における台湾日本語教育の変化と挑戦」『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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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另外邀請到賴錦雀(東吳大學特聘教授)、魏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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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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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參考文獻

(一)中文相關

1.期刊雜誌論文

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

奈米課程對國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

究》第26卷第2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頁1-28。

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

一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

期，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頁115-137。

蔡志宏、周士雄、莊順斌(2018)「我國數位科技引領產業創新之

現況與展望：以臺灣AI行動計畫為例」《國土及公共

治理》第6卷第4期，國家發展委員會，頁18。

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

靈與演算法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頁118。

黃曉雯(2018)「知識管理來到AI世代」《會計研究月刊》第395

期，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頁66、72。

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

期，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頁20。

蔡岱育(2019)「AI與國際關係：人工智慧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

界？」《全球政治評論》第65期，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頁4。

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

《品質月刊》56卷2期，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頁8、9。

許淑媛(2020)「人工智慧對產業之影響─擁抱AI，戰勝趨勢」《電

腦稽核》41期，電腦稽核協會，頁11。

李開復(2017)《TechNews》「李開復台大畢業演說全文，AI的時

代」《科技新報》http://technews.tw/2017/06/04/lee-kai-

fu-ntu/(2020年4月10日閱覽)

翁書婷(2019.1.23)「未來工作在這裡！企業最需要的三種AI人

才」《數位時代雜誌》https://www.bnext.com.tw/articl

e/51971/ai-talent-cultivate-playbook(2020年4月10日閱

覽)

「科技部108年度「AI創新研究中心專案」新增研究計畫」

http://ai.robo.ntu.edu.tw/news_view.php?id=19(2019年10

月11日閱覽)

「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https://iknow.stpi.narl.

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月10日閱

覽)

「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

務AutoAI」 https://ithome.com.tw/news/133791(2020年

4月10日閱覽)

(二)日文相關

1.期刊雜誌論文

賴錦雀(2011)「紀要論文から見た台湾日本語教育学研究の現状と

展望－『東呉日語教育學報』と『台灣日語教育學報』を

中心に－」『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37期(東吳大學日本

語文學系)、pp.34-35

賴錦雀(2014)「グローバル時代における台湾日本語教育の変化と

挑戦」『東吳外語學報』第38期(東吳大學外語學院)、

p.114

賴錦雀(2016)「台湾における120年来の日本語学研究─1895‒2015 

年─」『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東吳大學日本語文

學系)、p.97

賴錦雀(2016)「台湾日本語教育年表」『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p.1

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

『自然言語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p.14、p.31、p.32、

p.49

賴錦雀(2017)「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歩みと今日的課題」『銘

傳日本語教育』第20期(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p.43、

pp.47-49

山中司(2019)「大学にもう英語教育はいらない―自身の「否定」と「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乗り越え」が求められる英語教育者へのささやかなる警

鐘―」『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第38号(立命館大学人間

科学研究所)、p.74、p.87

賴錦雀(2019)「蔡茂豐教授與台灣日語教育」『東吳外語學報』47期(

東吳大學外語學院)、p.4

曾秋桂編集(2019)『「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議予稿

集』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淡江大学村上春樹研究セ

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pp.4-139

曾秋桂編集(2019)『「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

議予稿集』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淡江大学村上春樹

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pp.3-139

曾秋桂編集(2020)『「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

議予稿集』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淡江大学村上春樹

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pp.3-136

2.網路資料

日 本 總 務 省「 情 報 通 信 白 書 」( 平 成 2 8 年 版 ) 。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

/html/nc142120.html (2020年2月10日閲覧)

019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1黃曉雯(2018)「知識管理來到AI世代」《會計研究月刊》第395期66頁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
2TechNews(2017)「李開復台大畢業演說全文，AI的時代」《科技新報》。

http://technews.tw/2017/06/04/lee-kai-fu-ntu/(2020年4月10日閱覽)
3蔡岱育(2019)「AI與國際關係：人工智慧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全球

政治評論》第65期4頁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4節錄自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

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

淡江大學)圓桌論壇上的山本和英教授發言。AI中文翻譯成「人工智慧」、日

文翻譯成「人工知能」。長年進行日語與AI技術研究開發的工科出身山本和

英教授(曾任教長岡技術科學大學)認為，AI不是智慧，是需要被餵食龐大資

料的高性能工具。因此山本和英教授判定「人工知能」的日文翻譯，比較貼

切實際狀況。

5翁書婷 (2019.1.23)「未來工作在這裡！企業最需要的三種AI人才」《數位時

代雜誌》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971/ai-talent-cultivate-playbook
(2020年4月10日閱覽)

6許淑媛(2020)「人工智慧對產業之影響─擁抱AI，戰勝趨勢」《電腦稽核》第

41期電腦稽核協會11頁中提到，「被自動化取代的工作主要是有重覆性高、

簡單(單一性)、目標明確等特性的工作，而人際間互動強、需處理應變的突發

狀況多、需針對個人特定需求而產生個別服務類型的工作，被取代的可能性

則較低。」
7蔡志宏、周士雄、莊順斌(2018)「我國數位科技引領產業創新之現況與展望：

以臺灣AI行動計畫為例」《國土及公共治理》第6卷第4期18頁國家發展委員

會。

8同註7、21頁。
9同註7、23頁。
10http://ai.robo.ntu.edu.tw/news_view.php?id=19(2019年10月11日閱覽)

11節錄自2020年6月19日淡江大學第83次校務會議，由工學院李宗翰院長進行

的「AI創智學院的規劃與願景」專題報告內容。
12山中司(2019)「大学にもう英語教育はいらない―自身の「否定」と「乗り越え」が
求められる英語教育者へのささやかなる警鐘―」『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第38
号立命館大学人間科学研究所74頁中提到「英語教育がAIに「取って代わられ
る」ことが言い過ぎであるとしても，かなりの程度「侵食」され，「取り分を奪われ
る」と考えておくことは決して荒唐無稽な話ではない。」，語言教育雖然不會被
取代，但被蠶食的可能性是極高。87頁中提到「英語教員は，既存の役割に固
執するべきではなく，建設的な意味で大いに自身を「否定」し，その役割を「乗り
越え」た先にある，新たな英語教員像を目指すべき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建
議不該拘泥既定的教師角色，破除老舊思維才能開拓新氣象。

13賴錦雀(2016)「台湾日本語教育年表」『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1頁東

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4賴錦雀(2017)「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歩みと今日的課題」『銘傳日本

語教育』第20期43頁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15賴錦雀(2016)「台湾における120年来の日本語学研究─1895-2015年」『東吳

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97頁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6同註14、47-49頁。
17本人擔任台灣日本語文學會理事長期間(2006-2010)，每月寄送會訊至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
18賴錦雀(2014)「グローバル時代における台湾日本語教育の変化と挑戦」『東

吳外語學報』第38期114頁東吳大學外語學院。
19同註18、121頁。

20賴錦雀(2011)「紀要論文から見た台湾日本語教育学研究の現状と展望－『

東呉日語教育學報』と『台灣日語教育學報』を中心に－」『東吳日語教育

學報』第37期34至35頁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21賴錦雀(2019)「蔡茂豐教授與台灣日語教育」『東吳外語學報』東吳大學外

語學院第47期4頁。

22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
多和田葉子『不死の鳥』を例にして―」、曾秋桂(2019)「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
育へ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2019)「日本語研究
に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の可能性」、彭春陽(2019)「AI
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
世杰(2019)「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

基礎的検討―」、王嘉臨(2019)「小説テキ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葉夌(2019)「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

23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受容の一考
察」、落合由治(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研究
の方向性」、王嘉臨(2019)「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村上春樹研究動向の分
析―CiNiiのタイトル分析を通して」、葉夌(2019)「村上春樹研究におけるAI
導入」、葉夌(2019)「AIで読む村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葉
夌(2020)「日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
曾秋桂(2020)「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
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
(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
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落合由治(2020)「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応用と開拓を目指して─」、蔡佩青、魏世杰(2020)「正規表現による文
型検索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曾秋桂(2020)「AIの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
る日本原発文学研究への支援―『それでも三月は、また』を例にして―」『比較
文化研究』140、落合由治(2020)「AI技術からみた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
の展望と課題─日本語教育の繋がりと協働の新領域をめざして─」『日本語
敎育研究』第50輯、落合由治(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の応用と発展可
能性の探究─日本語教育および日本関係人文社会系研究との連繋と協働を
めざして─」『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47期、蔡佩青、魏世杰(2020)「AI人工知能
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小説の日中翻訳を例に―」《台灣日本語教育學
報》第34期、葉夌(2020)「村上春樹「鏡」における研究視点の移動―Word2Vec を
視座にして―」『村上春樹研究叢書』第7輯

24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另外邀請到賴錦雀(東吳大學特聘教授)、魏世杰(

淡江大學資管系主任)、范淑文(台灣大學教授)、李偉煌(靜宜大學副教授)、

蔡佩青(淡江大學副教授)、王嘉臨(淡江大學副教授)、葉夌(淡江大學助理教

授)、落合由治(淡江大學特聘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25於2019年3月9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
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盧明姫「言語教育に
及ぼすAIの現状―韓国の場合―」、彭春陽「AI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
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世杰「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
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基礎的検討―」、神作晋一「音声入
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研究‧教育への応用―テレビ‧ラジオ番組を例
として―」、渡邊靖史「AIと日本語音声教育」、陳冠霖「自然言語処理技術を活
用した日本語音声教育―文末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中心に―」、李偉煌「自然言
語処理と日本語教育の応用―初級作文授業への導入―」。AI時代中的教師
定位相關論文有2篇：葉淑華「次世代教員養成におけるICT活用の授業力と
その課題―実践を通して―」、張紫音「人工知能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師の
位置づけとストラテジー」。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デ
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不死の島』
を例にして―」、王佑心「AI文学理論とAI（人工知能）創作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問題提起としての脱構築思想―」、葉夌「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王嘉臨「小説テク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日本語學相關有1篇：落合由治「日本語研究に
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可能性」。

26於2019年11月30日由本人負責舉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2019年度台
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表論文中與AI相關的明細如
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8篇：曾秋桂「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へ

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公文素子「AIを用いた防災教育の可能性」、簡曉
花「Zuvio IRSを生かした「日本社会と流行文化」授業の試み」、賴錦雀「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日本語読解への応用―比較読解を例として―」、奧村訓代「
AI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を考える―AIは、敵か味方か―」、渡邊靖史「AI研究とこ
れからの日本語教育に必要なプロソディー教育―フォーカス・オン・フォーカ
ス (Focus on Focus) ―」、蔡佩青‧魏世杰「AI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
能性―ニューラル機械翻訳モデルの性能比較―」。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
有2篇：孫昊「AI技術を用いた川端康成代筆問題の解明」、葉夌「AIで読む村
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

27於2020年6月20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中口頭發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申忠均「AI
との協働による外国語教育韓国における模索」、黄金堂「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
AI教育戦略の比較について」、神作晋一「音声入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
教育―中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ディクテーション課題の内容について―」、
蘇彦如「台湾の高等学校第二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動画コンテンツ、WEBゲー
ムを使った動機付けの一考察」、蔡佩青‧魏世杰「正規表現による文型検索
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池畑裕介「社会人日本語上級クラスにおける
YOUTUBEの絵本活用の一試み」、王湘榕「zuvioIRSを取り入れた上級聴解
授業の試み」。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
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
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葉夌「日
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王佑心「物
語の技術を考えるために―漱石『文学論』と記号推論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28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且邀請了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方献洲主任、東吳大

學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輔仁大學日文系楊錦昌教授、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林長河主任、台灣大學日文系林慧君教授、靜宜大學日文系邱若山主任、淡

江大學落合由治特聘教授、東吳大學賴錦雀特聘教授、韓國全北大學校申忠

均教授等擔任與談人。與談人提出諸多建設性發言，將有利日文系未來的發

展。
29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自然言語
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14頁。

30同註29、31頁。

31同註29、31頁中提示「計算言語学は、統計や論理など計算的手法を利用して自
然言語をモデリングする言語学の一分野であり、言語学よりも自然言語処理に
近い学問です」。

32同註29、31頁中提示「伝統的に言語学は文系で、自然言語処理は理系に分類
され、計算言語学と自然言語処理は別なルーツを辿っているため、もともとの
出発点が少々異な」る。

33AI發展史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
120.html(2020年2月10日閲覧)

34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淡江大

學淡水校園)圓桌論壇上山本和英教授的發言。

35AI發展史的時期區分是依據日本總務省「情報通信白書」(平成28年版)。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120.html
(2020年2月10日閲覧)

36同註29、32頁中提示「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確立‧統計的な手法を用いて大
量のテキストから有用な情報を引き出す技術の総称であり、言語自体の処理
よりも「役立つ情報を引き出すこと」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分野」。

37同註29、49頁中提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関係など、単語の意味な関係
を記述した言語資源は、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いてシソーラスと呼ばれる」。

38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品質月

刊》56卷2期8頁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42同註1、72頁。

43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期20頁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
44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靈與演算法

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118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
45同註44、134頁。

46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已將「素人資料科學家」一詞納

入其中。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
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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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參考文獻

(一)中文相關

1.期刊雜誌論文

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

奈米課程對國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

究》第26卷第2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頁1-28。

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

一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

期，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學會，頁115-137。

蔡志宏、周士雄、莊順斌(2018)「我國數位科技引領產業創新之

現況與展望：以臺灣AI行動計畫為例」《國土及公共

治理》第6卷第4期，國家發展委員會，頁18。

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

靈與演算法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頁118。

黃曉雯(2018)「知識管理來到AI世代」《會計研究月刊》第395

期，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頁66、72。

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

期，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頁20。

蔡岱育(2019)「AI與國際關係：人工智慧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

界？」《全球政治評論》第65期，國立中興大學國際

政治研究所，頁4。

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

《品質月刊》56卷2期，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頁8、9。

許淑媛(2020)「人工智慧對產業之影響─擁抱AI，戰勝趨勢」《電

腦稽核》41期，電腦稽核協會，頁11。

李開復(2017)《TechNews》「李開復台大畢業演說全文，AI的時

代」《科技新報》http://technews.tw/2017/06/04/lee-kai-

fu-ntu/(2020年4月10日閱覽)

翁書婷(2019.1.23)「未來工作在這裡！企業最需要的三種AI人

才」《數位時代雜誌》https://www.bnext.com.tw/articl

e/51971/ai-talent-cultivate-playbook(2020年4月10日閱

覽)

「科技部108年度「AI創新研究中心專案」新增研究計畫」

http://ai.robo.ntu.edu.tw/news_view.php?id=19(2019年10

月11日閱覽)

「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https://iknow.stpi.narl.

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月10日閱

覽)

「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

務AutoAI」 https://ithome.com.tw/news/133791(2020年

4月10日閱覽)

(二)日文相關

1.期刊雜誌論文

賴錦雀(2011)「紀要論文から見た台湾日本語教育学研究の現状と

展望－『東呉日語教育學報』と『台灣日語教育學報』を

中心に－」『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37期(東吳大學日本

語文學系)、pp.34-35

賴錦雀(2014)「グローバル時代における台湾日本語教育の変化と

挑戦」『東吳外語學報』第38期(東吳大學外語學院)、

p.114

賴錦雀(2016)「台湾における120年来の日本語学研究─1895‒2015 

年─」『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東吳大學日本語文

學系)、p.97

賴錦雀(2016)「台湾日本語教育年表」『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p.1

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

『自然言語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p.14、p.31、p.32、

p.49

賴錦雀(2017)「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歩みと今日的課題」『銘

傳日本語教育』第20期(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p.43、

pp.47-49

山中司(2019)「大学にもう英語教育はいらない―自身の「否定」と「

寫、譯)的語言專業能力的話，則只能非語言專業學習者莫屬了，也

唯語言專業學習者才能獨佔鰲頭。總而言之；當談論AI時代的日語(

外語)教育的轉型或深化議題時，本人提出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之

AI培力(AI Empowered)人才的解決方案，將是一帖良方。藉由培育AI

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始能站上AI浪潮的頂端，足以挺

住種種挑戰而掌握成功、勝劵在握。

乗り越え」が求められる英語教育者へのささやかなる警

鐘―」『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第38号(立命館大学人間

科学研究所)、p.74、p.87

賴錦雀(2019)「蔡茂豐教授與台灣日語教育」『東吳外語學報』47期(

東吳大學外語學院)、p.4

曾秋桂編集(2019)『「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議予稿

集』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淡江大学村上春樹研究セ

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pp.4-139

曾秋桂編集(2019)『「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

議予稿集』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淡江大学村上春樹

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pp.3-139

曾秋桂編集(2020)『「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会

議予稿集』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淡江大学村上春樹

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pp.3-136

2.網路資料

日 本 總 務 省「 情 報 通 信 白 書 」( 平 成 2 8 年 版 ) 。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

/html/nc142120.html (2020年2月10日閲覧)

020

Cultivating Japanese Language 2.0 Human Resources 
through both AI and HI



1黃曉雯(2018)「知識管理來到AI世代」《會計研究月刊》第395期66頁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
2TechNews(2017)「李開復台大畢業演說全文，AI的時代」《科技新報》。

http://technews.tw/2017/06/04/lee-kai-fu-ntu/(2020年4月10日閱覽)
3蔡岱育(2019)「AI與國際關係：人工智慧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全球

政治評論》第65期4頁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4節錄自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

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

淡江大學)圓桌論壇上的山本和英教授發言。AI中文翻譯成「人工智慧」、日

文翻譯成「人工知能」。長年進行日語與AI技術研究開發的工科出身山本和

英教授(曾任教長岡技術科學大學)認為，AI不是智慧，是需要被餵食龐大資

料的高性能工具。因此山本和英教授判定「人工知能」的日文翻譯，比較貼

切實際狀況。

5翁書婷 (2019.1.23)「未來工作在這裡！企業最需要的三種AI人才」《數位時

代雜誌》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1971/ai-talent-cultivate-playbook
(2020年4月10日閱覽)

6許淑媛(2020)「人工智慧對產業之影響─擁抱AI，戰勝趨勢」《電腦稽核》第

41期電腦稽核協會11頁中提到，「被自動化取代的工作主要是有重覆性高、

簡單(單一性)、目標明確等特性的工作，而人際間互動強、需處理應變的突發

狀況多、需針對個人特定需求而產生個別服務類型的工作，被取代的可能性

則較低。」
7蔡志宏、周士雄、莊順斌(2018)「我國數位科技引領產業創新之現況與展望：

以臺灣AI行動計畫為例」《國土及公共治理》第6卷第4期18頁國家發展委員

會。

8同註7、21頁。
9同註7、23頁。
10http://ai.robo.ntu.edu.tw/news_view.php?id=19(2019年10月11日閱覽)

11節錄自2020年6月19日淡江大學第83次校務會議，由工學院李宗翰院長進行

的「AI創智學院的規劃與願景」專題報告內容。
12山中司(2019)「大学にもう英語教育はいらない―自身の「否定」と「乗り越え」が
求められる英語教育者へのささやかなる警鐘―」『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第38
号立命館大学人間科学研究所74頁中提到「英語教育がAIに「取って代わられ
る」ことが言い過ぎであるとしても，かなりの程度「侵食」され，「取り分を奪われ
る」と考えておくことは決して荒唐無稽な話ではない。」，語言教育雖然不會被
取代，但被蠶食的可能性是極高。87頁中提到「英語教員は，既存の役割に固
執するべきではなく，建設的な意味で大いに自身を「否定」し，その役割を「乗り
越え」た先にある，新たな英語教員像を目指すべき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建
議不該拘泥既定的教師角色，破除老舊思維才能開拓新氣象。

13賴錦雀(2016)「台湾日本語教育年表」『東吳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1頁東

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4賴錦雀(2017)「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歩みと今日的課題」『銘傳日本

語教育』第20期43頁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15賴錦雀(2016)「台湾における120年来の日本語学研究─1895-2015年」『東吳

日語教育學報』第46期97頁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6同註14、47-49頁。
17本人擔任台灣日本語文學會理事長期間(2006-2010)，每月寄送會訊至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
18賴錦雀(2014)「グローバル時代における台湾日本語教育の変化と挑戦」『東

吳外語學報』第38期114頁東吳大學外語學院。
19同註18、121頁。

20賴錦雀(2011)「紀要論文から見た台湾日本語教育学研究の現状と展望－『

東呉日語教育學報』と『台灣日語教育學報』を中心に－」『東吳日語教育

學報』第37期34至35頁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21賴錦雀(2019)「蔡茂豐教授與台灣日語教育」『東吳外語學報』東吳大學外

語學院第47期4頁。

22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
多和田葉子『不死の鳥』を例にして―」、曾秋桂(2019)「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
育へ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2019)「日本語研究
に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の可能性」、彭春陽(2019)「AI
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
世杰(2019)「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

基礎的検討―」、王嘉臨(2019)「小説テキ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葉夌(2019)「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

23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受容の一考
察」、落合由治(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研究
の方向性」、王嘉臨(2019)「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村上春樹研究動向の分
析―CiNiiのタイトル分析を通して」、葉夌(2019)「村上春樹研究におけるAI
導入」、葉夌(2019)「AIで読む村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葉
夌(2020)「日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
曾秋桂(2020)「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
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
(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
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落合由治(2020)「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応用と開拓を目指して─」、蔡佩青、魏世杰(2020)「正規表現による文
型検索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曾秋桂(2020)「AIの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
る日本原発文学研究への支援―『それでも三月は、また』を例にして―」『比較
文化研究』140、落合由治(2020)「AI技術からみた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
の展望と課題─日本語教育の繋がりと協働の新領域をめざして─」『日本語
敎育研究』第50輯、落合由治(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の応用と発展可
能性の探究─日本語教育および日本関係人文社会系研究との連繋と協働を
めざして─」『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47期、蔡佩青、魏世杰(2020)「AI人工知能
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小説の日中翻訳を例に―」《台灣日本語教育學
報》第34期、葉夌(2020)「村上春樹「鏡」における研究視点の移動―Word2Vec を
視座にして―」『村上春樹研究叢書』第7輯

24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另外邀請到賴錦雀(東吳大學特聘教授)、魏世杰(

淡江大學資管系主任)、范淑文(台灣大學教授)、李偉煌(靜宜大學副教授)、

蔡佩青(淡江大學副教授)、王嘉臨(淡江大學副教授)、葉夌(淡江大學助理教

授)、落合由治(淡江大學特聘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25於2019年3月9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
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盧明姫「言語教育に
及ぼすAIの現状―韓国の場合―」、彭春陽「AI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
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世杰「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
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基礎的検討―」、神作晋一「音声入
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研究‧教育への応用―テレビ‧ラジオ番組を例
として―」、渡邊靖史「AIと日本語音声教育」、陳冠霖「自然言語処理技術を活
用した日本語音声教育―文末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中心に―」、李偉煌「自然言
語処理と日本語教育の応用―初級作文授業への導入―」。AI時代中的教師
定位相關論文有2篇：葉淑華「次世代教員養成におけるICT活用の授業力と
その課題―実践を通して―」、張紫音「人工知能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師の
位置づけとストラテジー」。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デ
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不死の島』
を例にして―」、王佑心「AI文学理論とAI（人工知能）創作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問題提起としての脱構築思想―」、葉夌「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王嘉臨「小説テク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日本語學相關有1篇：落合由治「日本語研究に
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可能性」。

26於2019年11月30日由本人負責舉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2019年度台
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表論文中與AI相關的明細如
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8篇：曾秋桂「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へ

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公文素子「AIを用いた防災教育の可能性」、簡曉
花「Zuvio IRSを生かした「日本社会と流行文化」授業の試み」、賴錦雀「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日本語読解への応用―比較読解を例として―」、奧村訓代「
AI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を考える―AIは、敵か味方か―」、渡邊靖史「AI研究とこ
れからの日本語教育に必要なプロソディー教育―フォーカス・オン・フォーカ
ス (Focus on Focus) ―」、蔡佩青‧魏世杰「AI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
能性―ニューラル機械翻訳モデルの性能比較―」。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
有2篇：孫昊「AI技術を用いた川端康成代筆問題の解明」、葉夌「AIで読む村
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

27於2020年6月20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中口頭發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申忠均「AI
との協働による外国語教育韓国における模索」、黄金堂「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
AI教育戦略の比較について」、神作晋一「音声入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
教育―中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ディクテーション課題の内容について―」、
蘇彦如「台湾の高等学校第二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動画コンテンツ、WEBゲー
ムを使った動機付けの一考察」、蔡佩青‧魏世杰「正規表現による文型検索
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池畑裕介「社会人日本語上級クラスにおける
YOUTUBEの絵本活用の一試み」、王湘榕「zuvioIRSを取り入れた上級聴解
授業の試み」。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
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
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葉夌「日
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王佑心「物
語の技術を考えるために―漱石『文学論』と記号推論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28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且邀請了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方献洲主任、東吳大

學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輔仁大學日文系楊錦昌教授、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林長河主任、台灣大學日文系林慧君教授、靜宜大學日文系邱若山主任、淡

江大學落合由治特聘教授、東吳大學賴錦雀特聘教授、韓國全北大學校申忠

均教授等擔任與談人。與談人提出諸多建設性發言，將有利日文系未來的發

展。
29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自然言語
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14頁。

30同註29、31頁。

31同註29、31頁中提示「計算言語学は、統計や論理など計算的手法を利用して自
然言語をモデリングする言語学の一分野であり、言語学よりも自然言語処理に
近い学問です」。

32同註29、31頁中提示「伝統的に言語学は文系で、自然言語処理は理系に分類
され、計算言語学と自然言語処理は別なルーツを辿っているため、もともとの
出発点が少々異な」る。

33AI發展史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
120.html(2020年2月10日閲覧)

34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淡江大

學淡水校園)圓桌論壇上山本和英教授的發言。

35AI發展史的時期區分是依據日本總務省「情報通信白書」(平成28年版)。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120.html
(2020年2月10日閲覧)

36同註29、32頁中提示「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確立‧統計的な手法を用いて大
量のテキストから有用な情報を引き出す技術の総称であり、言語自体の処理
よりも「役立つ情報を引き出すこと」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分野」。

37同註29、49頁中提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関係など、単語の意味な関係
を記述した言語資源は、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いてシソーラスと呼ばれる」。

38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品質月

刊》56卷2期8頁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42同註1、72頁。

43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期20頁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
44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靈與演算法

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118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
45同註44、134頁。

46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已將「素人資料科學家」一詞納

入其中。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
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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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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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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めざして─」『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47期、蔡佩青、魏世杰(2020)「AI人工知能
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小説の日中翻訳を例に―」《台灣日本語教育學
報》第34期、葉夌(2020)「村上春樹「鏡」における研究視点の移動―Word2Vec を
視座にして―」『村上春樹研究叢書』第7輯

24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另外邀請到賴錦雀(東吳大學特聘教授)、魏世杰(

淡江大學資管系主任)、范淑文(台灣大學教授)、李偉煌(靜宜大學副教授)、

蔡佩青(淡江大學副教授)、王嘉臨(淡江大學副教授)、葉夌(淡江大學助理教

授)、落合由治(淡江大學特聘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25於2019年3月9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
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盧明姫「言語教育に
及ぼすAIの現状―韓国の場合―」、彭春陽「AI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
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世杰「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
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基礎的検討―」、神作晋一「音声入
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研究‧教育への応用―テレビ‧ラジオ番組を例
として―」、渡邊靖史「AIと日本語音声教育」、陳冠霖「自然言語処理技術を活
用した日本語音声教育―文末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中心に―」、李偉煌「自然言
語処理と日本語教育の応用―初級作文授業への導入―」。AI時代中的教師
定位相關論文有2篇：葉淑華「次世代教員養成におけるICT活用の授業力と
その課題―実践を通して―」、張紫音「人工知能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師の
位置づけとストラテジー」。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デ
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不死の島』
を例にして―」、王佑心「AI文学理論とAI（人工知能）創作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問題提起としての脱構築思想―」、葉夌「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王嘉臨「小説テク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日本語學相關有1篇：落合由治「日本語研究に
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可能性」。

26於2019年11月30日由本人負責舉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2019年度台
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表論文中與AI相關的明細如
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8篇：曾秋桂「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へ

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公文素子「AIを用いた防災教育の可能性」、簡曉
花「Zuvio IRSを生かした「日本社会と流行文化」授業の試み」、賴錦雀「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日本語読解への応用―比較読解を例として―」、奧村訓代「
AI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を考える―AIは、敵か味方か―」、渡邊靖史「AI研究とこ
れからの日本語教育に必要なプロソディー教育―フォーカス・オン・フォーカ
ス (Focus on Focus) ―」、蔡佩青‧魏世杰「AI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
能性―ニューラル機械翻訳モデルの性能比較―」。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
有2篇：孫昊「AI技術を用いた川端康成代筆問題の解明」、葉夌「AIで読む村
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

27於2020年6月20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中口頭發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申忠均「AI
との協働による外国語教育韓国における模索」、黄金堂「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
AI教育戦略の比較について」、神作晋一「音声入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
教育―中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ディクテーション課題の内容について―」、
蘇彦如「台湾の高等学校第二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動画コンテンツ、WEBゲー
ムを使った動機付けの一考察」、蔡佩青‧魏世杰「正規表現による文型検索
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池畑裕介「社会人日本語上級クラスにおける
YOUTUBEの絵本活用の一試み」、王湘榕「zuvioIRSを取り入れた上級聴解
授業の試み」。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
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
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葉夌「日
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王佑心「物
語の技術を考えるために―漱石『文学論』と記号推論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28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且邀請了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方献洲主任、東吳大

學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輔仁大學日文系楊錦昌教授、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林長河主任、台灣大學日文系林慧君教授、靜宜大學日文系邱若山主任、淡

江大學落合由治特聘教授、東吳大學賴錦雀特聘教授、韓國全北大學校申忠

均教授等擔任與談人。與談人提出諸多建設性發言，將有利日文系未來的發

展。
29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自然言語
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14頁。

30同註29、31頁。

31同註29、31頁中提示「計算言語学は、統計や論理など計算的手法を利用して自
然言語をモデリングする言語学の一分野であり、言語学よりも自然言語処理に
近い学問です」。

32同註29、31頁中提示「伝統的に言語学は文系で、自然言語処理は理系に分類
され、計算言語学と自然言語処理は別なルーツを辿っているため、もともとの
出発点が少々異な」る。

33AI發展史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
120.html(2020年2月10日閲覧)

34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淡江大

學淡水校園)圓桌論壇上山本和英教授的發言。

35AI發展史的時期區分是依據日本總務省「情報通信白書」(平成28年版)。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120.html
(2020年2月10日閲覧)

36同註29、32頁中提示「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確立‧統計的な手法を用いて大
量のテキストから有用な情報を引き出す技術の総称であり、言語自体の処理
よりも「役立つ情報を引き出すこと」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分野」。

37同註29、49頁中提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関係など、単語の意味な関係
を記述した言語資源は、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いてシソーラスと呼ばれる」。

38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品質月

刊》56卷2期8頁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42同註1、72頁。

43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期20頁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
44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靈與演算法

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118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
45同註44、134頁。

46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已將「素人資料科學家」一詞納

入其中。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
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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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秋桂(2020)「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
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
(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
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落合由治(2020)「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応用と開拓を目指して─」、蔡佩青、魏世杰(2020)「正規表現による文
型検索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曾秋桂(2020)「AIの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
る日本原発文学研究への支援―『それでも三月は、また』を例にして―」『比較
文化研究』140、落合由治(2020)「AI技術からみた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
の展望と課題─日本語教育の繋がりと協働の新領域をめざして─」『日本語
敎育研究』第50輯、落合由治(2020)「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の応用と発展可
能性の探究─日本語教育および日本関係人文社会系研究との連繋と協働を
めざして─」『台灣日本語文學報』第47期、蔡佩青、魏世杰(2020)「AI人工知能
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能性―小説の日中翻訳を例に―」《台灣日本語教育學
報》第34期、葉夌(2020)「村上春樹「鏡」における研究視点の移動―Word2Vec を
視座にして―」『村上春樹研究叢書』第7輯

24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另外邀請到賴錦雀(東吳大學特聘教授)、魏世杰(

淡江大學資管系主任)、范淑文(台灣大學教授)、李偉煌(靜宜大學副教授)、

蔡佩青(淡江大學副教授)、王嘉臨(淡江大學副教授)、葉夌(淡江大學助理教

授)、落合由治(淡江大學特聘教授)等人，擔任與談人。

25於2019年3月9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
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盧明姫「言語教育に
及ぼすAIの現状―韓国の場合―」、彭春陽「AIと日本語教育―「羅生門」の中
国語訳本を翻訳授業での活用―」、蔡佩青‧魏世杰「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
翻訳の可能性―コーパスの作成に関する基礎的検討―」、神作晋一「音声入
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研究‧教育への応用―テレビ‧ラジオ番組を例
として―」、渡邊靖史「AIと日本語音声教育」、陳冠霖「自然言語処理技術を活
用した日本語音声教育―文末イントネーションを中心に―」、李偉煌「自然言
語処理と日本語教育の応用―初級作文授業への導入―」。AI時代中的教師
定位相關論文有2篇：葉淑華「次世代教員養成におけるICT活用の授業力と
その課題―実践を通して―」、張紫音「人工知能時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師の
位置づけとストラテジー」。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デ
ータ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不死の島』
を例にして―」、王佑心「AI文学理論とAI（人工知能）創作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問題提起としての脱構築思想―」、葉夌「AIによる日本語研究の可能性―文
学研究を例にして―」、王嘉臨「小説テクストの計量的分析の実践―志賀直哉
「城の崎にて」を例にして―」。日本語學相關有1篇：落合由治「日本語研究に
おけるAIによるデータマイニング手法の応用可能性」。

26於2019年11月30日由本人負責舉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2019年度台
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中口頭發表論文中與AI相關的明細如
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8篇：曾秋桂「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へ

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公文素子「AIを用いた防災教育の可能性」、簡曉
花「Zuvio IRSを生かした「日本社会と流行文化」授業の試み」、賴錦雀「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日本語読解への応用―比較読解を例として―」、奧村訓代「
AI時代の日本語教育を考える―AIは、敵か味方か―」、渡邊靖史「AI研究とこ
れからの日本語教育に必要なプロソディー教育―フォーカス・オン・フォーカ
ス (Focus on Focus) ―」、蔡佩青‧魏世杰「AI人工知能による個性的翻訳の可
能性―ニューラル機械翻訳モデルの性能比較―」。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
有2篇：孫昊「AI技術を用いた川端康成代筆問題の解明」、葉夌「AIで読む村
上春樹―『風の歌を聴け』を例にして―」

27於2020年6月20日由本人主辦「「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中口頭發表論文的明細如下：AI與支援日語教育相關論文有7篇：申忠均「AI
との協働による外国語教育韓国における模索」、黄金堂「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
AI教育戦略の比較について」、神作晋一「音声入力‧認識システムと日本語
教育―中上級日本語学習者によるディクテーション課題の内容について―」、
蘇彦如「台湾の高等学校第二外国語教育における動画コンテンツ、WEBゲー
ムを使った動機付けの一考察」、蔡佩青‧魏世杰「正規表現による文型検索
ツールの提案と試作」、池畑裕介「社会人日本語上級クラスにおける
YOUTUBEの絵本活用の一試み」、王湘榕「zuvioIRSを取り入れた上級聴解
授業の試み」。AI與日本文學相關的論文有4篇：曾秋桂「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技術によるエコ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への支援―多和田葉子『地球にち
りばめられて』を例にして―」、王嘉臨「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基づく志賀直哉
小説の言語的特徴研究―「網走まで」と「和解」の比較を中心に―」、葉夌「日
本語文学研究の補助としてのAI―村上春樹の小説を例にして―」、王佑心「物
語の技術を考えるために―漱石『文学論』と記号推論の関連性について―」

28本人擔任主持及與談人，且邀請了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方献洲主任、東吳大

學日文系羅濟立主任、輔仁大學日文系楊錦昌教授、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林長河主任、台灣大學日文系林慧君教授、靜宜大學日文系邱若山主任、淡

江大學落合由治特聘教授、東吳大學賴錦雀特聘教授、韓國全北大學校申忠

均教授等擔任與談人。與談人提出諸多建設性發言，將有利日文系未來的發

展。
29小町守監修、奥野陽、グラム・ニュービッグ、萩原正人(2018・初2016)『自然言語
処理の基本と技術』翔泳社14頁。

30同註29、31頁。

31同註29、31頁中提示「計算言語学は、統計や論理など計算的手法を利用して自
然言語をモデリングする言語学の一分野であり、言語学よりも自然言語処理に
近い学問です」。

32同註29、31頁中提示「伝統的に言語学は文系で、自然言語処理は理系に分類
され、計算言語学と自然言語処理は別なルーツを辿っているため、もともとの
出発点が少々異な」る。

33AI發展史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
120.html(2020年2月10日閲覧)

34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年11月30日於淡江大

學淡水校園)圓桌論壇上山本和英教授的發言。

35AI發展史的時期區分是依據日本總務省「情報通信白書」(平成28年版)。

http://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h28/html/nc142120.html
(2020年2月10日閲覧)

36同註29、32頁中提示「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確立‧統計的な手法を用いて大
量のテキストから有用な情報を引き出す技術の総称であり、言語自体の処理
よりも「役立つ情報を引き出すこと」に重点が置かれている分野」。

37同註29、49頁中提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関係など、単語の意味な関係
を記述した言語資源は、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いてシソーラスと呼ばれる」。

38黃國寶(2020)「數據清理在AI上的應用－品質管理須了解的事」《品質月

刊》56卷2期8頁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42同註1、72頁。

43黃國寶(2019)「導入AI的品質思維及挑戰」《品質月刊》55卷11期20頁中華

民國品質學會。
44顏厥安(2018)「人之苦難，機器恩典必看顧安慰：人工智慧、心靈與演算法

社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6期118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
45同註44、134頁。

46Gartner公布2019年十大策略性科技趨勢，已將「素人資料科學家」一詞納

入其中。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6271(2020年4
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表1.淡江大學109學年度上學期課程教學計畫

「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

星期四，第3.4節，時間10:10-12:00
選修

課程主題

目標成為AI時代外語
專業2.0人才

人工智慧技術於多媒
體應用的影響

國定假日

AI預測力淺談

口碑行銷與網路大
數據

AI線上工具與學習
資源

文字處理技術與應用

文本探勘應用基礎篇
 (上機課程)

考試

深度學習概念與產學
合作案例分享

AI作家登場

探討以外語文本為探
勘對象的有効性

AI與英語學習

AI與翻譯學習

AI的實務應用

word2vec的應用

考試

開課教師：曾秋桂

上課對象：外語學
院各年級學生為主

開課班級

學分數

週次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第7週

第8週
第9週

第10週
第11週

第12週
第13週

第14週
第15週
第16週
第17週
第18週

第6週

課程名稱

負責教師

曾秋桂 (日文系主任)

陳建彰 (資工系老師)

中秋節

鍾志鴻 (教科系老師)

姚泰宏 (探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大數據分析師)

張玄菩 (資圖系老師)

魏世杰 (資管系主任)

魏世杰 (資管系主任)

期中考試週

張志勇 (資工系特聘教授)

賴錦雀 (東吳大學特聘教授)

落合由治 (日文系老師)

林怡弟 (英文系主任)

蔡佩青 (日文系老師)

王嘉臨 (日文系老師)

葉夌 (日文系老師)

期末考試週

月/日
09/17

09/24

10/01
10/08

多媒體、大數據、AI
與語言學習

第5週 郭經華 (資訊長)10/15

10/22

10/29

11/05
11/12

11/19
11/26

12/03
12/10

12/17
12/24
12/31
01/07
01/14

2學分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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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同註38、8頁。
40同註38、8頁。
41同註3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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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同註44、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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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閱覽)

472019年10月24日《iThome》報導了「素人資料科學家新選擇！IBM在臺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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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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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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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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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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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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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賴錦雀(2019)「蔡茂豐教授與台灣日語教育」『東吳外語學報』東吳大學外

語學院第47期4頁。

22曾秋桂(2019)「AI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による日本文学研究への支援―
多和田葉子『不死の鳥』を例にして―」、曾秋桂(2019)「AI技術による日本語教
育への応用―「日文習作(二)」授業を例にして」、落合由治(2019)「日本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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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の協働による外国語教育韓国における模索」、黄金堂「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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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台灣日語教育學會與淡江大學日文系合辦之「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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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AI模型自動化服務AutoAI」。報導中節錄臺灣IBM雲端運算暨認知軟

體事業部資深技術顧問李維倫所說：「AutoAI就像AI訓練師，使用者完全

不需要撰寫任何程式碼，就可開發和部署AI模型。」https://ithome.com.tw/n
ews/133791(2020年4月10日閱覽)

48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

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6卷第2期1-28頁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鄭瑞洲、洪振方、黃台珠(2016)「透過情境興趣教學策略促進高一

學生之遺傳學學習」《科學教育學刊》第24卷第2期 115-137頁中華民國科學

教育學會。

一、前言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

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由美國科學家John McCarthy在1956年提

出，目前應用廣泛1。李開復曾經於2017年台灣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當

中提到：「未來10年的AI革命比工業革命規模更大，而且來得更迅

速猛烈」2。此影響之鉅，乃如同蔡岱育指出：「AI革命比工業革命

更強大，因為它不僅改變產業，也顛覆每個人的生活。」3。可見人

類歷史首見的AI4時代的狂潮下，人們將AI當作工具，創造出巨大的

價值，是個不可避免的課題。

專家預測從2020年起，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也會因為AI而創造出23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曲線變化如下頁圖

所示。

由上圖所示，AI大量取代了重複性高的工作6，也衍生出善用AI優

點開發的數據分析師、AI訓練師等新型職業。在此之際，若能洞悉迅

息萬變的未來，努力加值本身將成為AI無法取代、奪得先機的勝利一

方。

又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蔡志宏執行秘書等舉出2007年全球市值

前10大企業與2018年全球市值前10大企業來相互比較，發現了「2007 

年的全球前10大企業僅有微軟及埃克森美孚仍在名單中，顯然數位科

技引領全球產業創新正在發生新的典範轉移」7。目睹此潮流，台灣政

府擬出鏈結AI人才與實務，加速產業AI化課題，自2018年6月核准通過

「臺灣AI行動計畫」，透過「AI人才衝刺」、「AI領航推動」、「建

構國際AI創新樞紐」、「場域與法規開放」、「產業AI化」等五個主

軸計畫來落實推動8。在此計畫主軸之下，整合了大專院校學術界中的

AI能量，在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4所大學成立

4個「AI創新研究中心」。主題包括AI核心技術、智慧製造、智慧服務

及生技醫療，將透過補助研究計畫，培育專業高階研究人力，儲備未

來產業所需人力與技術能量9。此計畫的扶持重點，在於政府極力培植

理工科的AI技術人才。而對於培植AI結合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

就相對地少了許多。慶幸地從108年度(2019年)科技部AI相關研究計畫

案募集中，發現常見的「生技醫療」、「人工智慧製造」、「人工智

慧服務」、「AI核心技術」、「醫療影像」之外，新增了「人文社會」

的項目10。由此可知AI應用於人文社會領域，是個新趨勢且刻不容緩

的課題。當然以人文社會領域的學者要熟練AI相關技術或軟體，是個

難以克服的心理障礙與先天知識的不足。此時就急需資訊工程、資訊

管理等相關科系學者們的從旁指導與協助。透過跨領域的合作，應可

順利解決此難題。

欣喜得知淡江大學正視到AI的時代趨勢與人文社會學科及理工學

科的跨領域合作的課題，於109學年度(2020年8月)起，在校內成立「

AI創智學院」，目標在做雙軌轉型，進行虛實結合，並落實跨領域學

習、教學與研究。該學院是整合校內現有的各項資源，以一站式購足

概念而設計。規劃了5個虛擬學系(創新與創業、物聯網、AI&HI、雲/

霧/邊緣計算、數據科學)、4個遠端課程(微課程、高中加值課程、以實

整虛課程、優久聯盟互換課程)、4個應用平台(產學研應合平台、證照

平台、資料寶庫平台、載量資料平台)、4個實境場域(展示場域、體驗

場域、證照考場、Hands-on labs)11。在此策畫中，很榮幸地在AI&HI的

議題推廣上，日文系是外語學院唯一的系所被邀請加入。證明AI時代

中，被視為將被AI取代的高危險群職業類別的語言專業12，是不能缺

席與AI共榮之戰，也是極度被需要的。在談論AI技術與日語(外語)教

育結合議題之前，首先回顧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教育成果。

二、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的歷史與輝煌成果

台灣因甲午戰爭戰敗，被割據給日本，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於

1895年7月15日13開始推行日語教育，迄今已近125年。賴錦雀將在台灣

實施的日語教育歷史，分成為侵略時期（1895-1945年），禁止時期（

1945-1963），經濟時期（1963-1988年）和文化時期（1988年至今）14

等4個時期。然在禁止時期的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率先成立了日本

語文學系(當時名稱為東方語言學系日文組)。之後淡江文理學院(1966

年)、輔仁大學(1969年)、東吳大學(1972年)等皆以「東方語言」15為

名，陸續成立。戰後的日語教育，皆仰賴此4所私立大學肩負起日語

教育的重責大任。又因應社會需求，1980年初次於國立台中商專在

外語科成立了日文組。而至文化時期的1989年時，國立政治大學才

在東方語文學系中成立了日文組。繼之；1994年國立台灣大學也才

完成設置日本語文學系。至此國立、私立大學內終於有了日本語文學

系。除了語言之外也注重技能培育的有，1996年成立的銘傳大學應

用日語學系16，目標在日文專業之外培育學生另一項專才技能。2000

年之後台灣國內紛紛成立日文系、應日系，高峰時期全國約有48處日

語教育相關機構17。而賴錦雀指出2013年的日語教育相關機構，已減

至42處18。

至於台灣國內的外國語文學院的設置，則在1980年之後。依序為

輔仁大學（1980年）、中國文化大學（1980年）、東吳大學（1984

年）、政治大學（1989年）、淡江大學（1992年）、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1997年）、文藻外語學院（1999年，另於2013年8月升格為文

藻外語大學）、靜宜大學（2004年）、大葉大學（2004年）等19。台

灣的外語教育，皆由上述大學的外語學院肩負大任。

除了日語或應用的相關學系成立之外，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

系自1968年起創刊『中日文化論叢』以來，至2009年東海大學日本語

文學系刊行『多元文化交流』止，共計13本期刊雜誌，提供日語相關

研究的發表園地20。

此外日語教育相關的全國性學會「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前身為

「日本語文研究會」）於1989年成立。同年發行『台灣日本語文學

報』，帶動日文界的研究風氣。另一全國性學會則為「台灣日語教育

學會」（前身為「中華民國日語教育學會」），於1993年成立。組

織成員幾乎都是國內、外的日語相關研究學者、教師。更於2007年

起進而與韓國、日本締結姐妹會，透過學會活動來進行實質的國際交

流，將台灣日語相關學會帶向新紀元。為感謝此兩大學會長年努力推

廣日語教育的輝煌成就，日本外務大臣於2016年7月授予兩大學會獎

狀，資以表揚。在這之前蔡茂豐教授於2005年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

日中綬章，此乃台灣首位因日語教育的功績卓越而獲頒日本勳章的教

育學者21。繼之；2010年何瑞藤教授、2014年陳伯陶教授、2015年林

丕雄教授也陸續榮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此乃台灣日語教育界

的一大殊榮，足供後生、晚輩當作典範學習。

歷經近125年間在台灣推行日語教育，雖然走過苦難的歷史，但

也創造出無數的佳績。此功勞應歸功於前輩、先進的領導與貢獻。心

懷感恩並恪遵先賢的教誨之餘，面對當今AI時代日語(外語)教育的走

向的課題，令人戒慎恐懼。的確一如往昔使用傳統的五技(讀、說、

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是可以幫助學生打好日語(外語)的紮

實基礎。不過若僅是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

式，顯然地已不足應付AI時代的需求。為了順應AI時代的洪流，勢

必要調整日語(外語)教學方式。在此提出為了升級傳統的五技(讀、

說、聽、寫、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來導

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案。以

期培養出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的能力：外語人機合作力、外語學習

力、外語溝通/社交力、外語創作(造)力、外語管理決策力(簡稱外語

AI五力。Jarrahi, 2018; Wilson & Daugherty, 2018)的日語(外語)專業

2.0人才，增加AI時代中的就業競爭力。

三、在台灣推動AI與日語相關活動的成果

本人對於在AI時代中的台灣，維持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

譯)的語言教學方式培育日語(外語)專業1.0人才，感到無比的憂心。希

望能導入「AI的思維」、「AI的應用」此兩大議題式課程設計，來培

育擁有外語AI五力的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在朝向此目標時，首先

是身為教授外語教師的想法，必須改變。必須增進對不熟悉的AI的認

知。於是本人自2018年起身體勵行，努力認識AI、學習AI、應用AI。

在歷經多次AI相關活動的洗禮之後，發現自己對AI認知的改觀。從恐

懼AI的全能且視AI為敵的觀念，正確認識到必須跟AI共存才能免於被

時代淘汰。也體認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來善用高效能

工具的AI。在此提供一介語言教師如何從零開始學習AI心路歷程，供

作參考。希望能呼籲同好以及想再創造下一個AI時代中日語教育榮景

的有志之士，能一起努力。茲將參加過之AI相關課程、講習會、工作

坊的活動整理如下，供作參酌。

(A)參加過之AI課程或「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

1.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日文系碩士班講座課程「日語專業與未來創

客結合」邀請到吳坤達先生講授「AI時代所需的專業之外的職場

能力」(2018.10.2)

2.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8.10.4)落合由治教授發表「生活や仕事

に使われているAIの応用事例─第三世代AIの現状と課題」

3.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18.10.11)姚泰宏先生發表「口碑行銷與

網路大數據」

4.淡江大學工學院舉辦「AI人工智慧研討會」(2018.10.12淡江大學)

5.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18.10.18)魏世杰副教授發表「雙語觀點

下的文字檢索、探勘及生成、技術與應用簡介」

6.陳景祥老師「R軟體快速入門」(2018.12.4淡江大學)

7.淡江大學日文系主辦「AI講習會」(2019.1.12淡江大學)

8.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一」

(2019.5.15淡江大學)

9.陳景祥老師教授「R軟體資料探勘實戰演練（進階課程）之二」

(2019.5.22淡江大學)

10.107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4次讀書會2019.5.24)魏世杰副教授講授「AI人工智

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量、預載詞向量、3D向

量投影」

11.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1次讀書會2019.12.11)葉夌助理教授發表「word2vec

で読む村上春樹」

12.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2次讀書會2020.5.6)蔡佩青副教授發表「翻譯研究個

性翻譯的可能性」

13.108學年度淡江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

新教學」(第3次讀書會2020.5.20)王嘉臨副教授發表「文學研究

可視化分析」

本人主持的107學年、108學年度的淡江大學「AI人工智慧輔助外

語創新教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連續兩年榮獲淡江大學教學與研究

中心頒發「最佳教師社群成果海報」表揚狀。並透過107學年、108學

年度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的切磋琢磨之後，核心成員們以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翻譯、志賀直哉文學、和田葉子文學、村上春樹文學

等為研究標的，嘗試結合AI技術來進行解析、論述。107學年度累積

有7篇22成果展現，至108學年度則倍增為15篇23，可謂成效斐然。特別

是將AI技術結合一般認為較偏重於主觀分析而缺乏客觀論述基礎的

文學研究，更是一個創新的亮點。經此一初啼的效益，帶動了周圍人

士的興趣，提升無比信心來繼續朝向AI學習之路邁進。除了上述教

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中的相互砥礪之外，亦意識到必須補強使用AI

軟體、套件的生疏技巧。於是搭配開設工作坊，來共同學習使用、熟

稔AI技術。

(B)主辦AI工作坊以及論壇

1.魏世杰副教授「AI程式運用」工作坊 (2019.2.15淡江大學)

2.魏世杰副教授「AI人工智慧輔助外語創新教學：網頁撈取、句向

量、預載詞向量、3D向量投影」工作坊 (2019.5.24淡江大學)

3.魏世杰副教授「大數據語料處理」工作坊 (2019.10.4淡江大學)

4.魏世杰副教授「LDA文件分析技術」工作坊(2019.11.29淡江大學)

5.孫昊助教「運用AI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與實踐」工作坊

(2019.11.29淡江大學)

6.魏世杰副教授「開放原始碼文本定量分析工具KH Coder之介紹」

工作坊(2020.6.12淡江大學)

7.AI論壇「AI技術的應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24(2020.6.12淡江

大學)外語創新教學」

經過舉辦6次工作坊之後，核心成員慢慢得以排除掉人文社會學科

研究者對於AI技術的恐懼感。最後一場的論壇，則邀請到實際演練且

發表過與AI相關論文的經驗者，光榮登場。一起來暢談「AI技術的應

用改變了本身研究的樣貌」此課題。會中並邀請到日文界關心此議題

的學者、專家擔任與談人，共濟一堂、分享心得。

操兵演練AI技術的同時，為了擴大分享的族群，於是主辦了3次以

AI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藉由以AI會友的方式，促進共同主

題的國際學術交流。

(C)主辦AI國際學術研討會

1.「2019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ー」

(2019.3.9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論文集『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曾秋桂編集、 ISBN：

978-957-8736-21-4)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表論文、7篇

圓桌論壇發言25。

2.「2019年度台湾日本語教育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対話ー」(2019.11.3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

輯了會議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

集、ISBN：978-957-8736-41-2)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4篇口頭發

表論文、9篇圓桌論壇發言26。

3.「2020年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ー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

協働ー」(2020.6.20淡江大學)，因應會議順利進行而編輯了會議

論文集『AI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曾秋桂編集、ISBN

：978-957-8736-55-9)收錄了2篇邀請講演、1篇招待發表、10篇口

頭發表論文、10篇圓桌論壇發言27。

3次AI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依序為「AIと日本語教育」(AI與

日語教育)、「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作)。從訂定主題的走

向，不難看出對於AI的態度的聚焦以及改變。從開始的「AIと日本語

教育」(AI與日語教育)主題，呈現出對AI不著邊際似接觸，而到第2次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対話ー」(AI與日語教育的對話)主題，展現與AI

對話的誠意。第3次「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AI與日語教育的合

作)的主題，終於領悟出需與AI成為夥伴關係。且第3次國際學術研討

會中，台灣國內6所擁有日文系的代表性大學的主任或資深教授28，在

圓桌論壇上探討未來如何將AI元素導入相關的正規課程當中。此類建

設性意見，將有助於未來日文系課程的改革。從3次舉辦的主題看出

對AI認知心態的改變，此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也是源自這兩年來接觸

AI課程後的心得。茲將受到薰陶之後的認知，簡述如後。

近年耳熟能詳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一詞，其意思為處理自然

言語技術或學術領域的總稱被稱為自然言語處理29，乃是AI技術的一

部份30。與日語教育相關的AI技術的語料庫（corpus），也常見被活

用於日本語教育研究之上。「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

言」（BCCWJ: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即

是典型的成果。由於日語的斷詞、斷句不甚明確，必須先正確處理文

字資料的斷詞、斷句問題，此為日語文字處理的一大課題，稱之為形

態素解析。此技術是日語自然言語處理的最基本技術。而MeCab、

JUMAN、Janome等是目前最為適用的。應用此形態素解析可以將資

料斷詞、斷句成為供作電腦閱讀的資料使用。例如日本國立國語研究

所的UniDic般，製成資訊解析用的辭典，像是「Web茶まめ」的公開

形態素解析器，非常便利於檢索之用。也有像分解日語品詞的「リー

ディングチュウ太」等文型辭典，適合日語學習者使用。誠如萩原正人

所言，「依循傳統的分類方式來看，言語類是被分類成人文科範疇，

而自然言語處理是被分類在理工科範疇。計量言語學31與自然言語處

理是在不同的軌道進行，原本的出發點就不同」32(原文為日文，中譯

出自本人)。雖此，若將此發言反面來思考的話，目前是兩個軌道進行

的人文科與理工科兩大領域，若能進行合作的話，此正是AI新時代創

新的必要先決課題。

根據日本總務省「ICTの進化が雇用と働き方に及ぼす影響に関す

る調査研究」（平成28年）33報告整理出AI的發展史。從中得知近年熱

門話題的AI，並非自21世紀才開始。AI技術可以追溯至1950年代，至

今已有50年以上的歷史。因搭配網路傳輸、大數據建構，使得AI技術

升級，成為剝奪人類工作的大威脅。估算在2045年，AI將取代人類的

傳聞不斷。對此山本和英教授認為，依目前AI技術更新狀況來判斷，

2045年人類被AI取代的惡夢，是不可能成真34。而一窺AI發展史，可

區分為「第一次人工知能風潮(探索與推論)」、「第二次人工知能風

潮(知識表現)」、「第三次人工知能風潮(機械學習)」等三個時期35。

當今正處於機械學習的風潮，不過廣泛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耳熟能詳的

語料庫(corpus)技術，是屬於AI第二時期(第二世代)的技術。

有關AI運用於文本資料方面，依據萩原正人主張「文本探勘是使

用確立‧統計的手法，從龐大的文本中抽取出有用的資訊的技術之總

稱。文本探勘與其是著重在言語本身的處理，倒不如說是重點放在「

抽取出有用的資訊」之領域」36(原文日文，中譯出自本人)。又萩原正

人指出「同義語、類義語、上位‧下位關係等變成詞彙間意義相關性

之可視化的語言資源，在自然言語處理上稱之為詞彙庫」37，而被廣

泛地利用。資料探勘(文本探勘)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上，特別是在心

理學、社會意識、媒體、市調等方面，主要是為了從龐雜的調査資料

中抽取出考察標的、課題特徴、趨勢，最為適切。而發展至AI第三世

代的今日，語料庫相關方面也讓各類新的解析結果可視化。AI透過深

度學習吸取知識而使得機械學習付諸實現。可見適合文本解析的AI技

術，以資料探勘(文本探勘)最為適切、最為理想。但黃國寶點出AI工

作者「都是耗用在數據的蒐集、清理過程中。其實不僅是在AI的數據

品質，所有的管理制度都仰賴一套健康、可靠的數據品質收集和管理

的方法，才能夠有效應用。」38。黃國寶並提醒維持AI的數據品質必

須注意「人為風險、量測風險、管理及本質風險」39等三層面的風險。

至於避開在處理人文社會科背景者較容易入手的資料探勘時的風險，

則須注意「資料清洗」40的階段。例如利用MS Excel、Tableau、Power 

BI、Python等工具，可以透過簡單的指令了解一下數據資料的基本狀

況，檢視是否出現「字串、時間、布林值」的資料？假如出現「文字

字串、時間、布林值」，就需要先經過一些前處理(如Label encoding或

是 onehot encoding)才能讓電腦可以解讀41。此時數據(資料)的前處理，

就需要HI(Human Intelligence)來輔助過濾，才能確保資料的品質。若

能AI與HI相輔相成的話，就能力求資料的正確與完整性，如此才能導

出較為正確的可視化資訊，達到品質保證的資料探勘(文本探勘)的結

果。

四、導入「AI與外語學習」講座課程，刺激語言學系學生的發想

黃曉雯點出了AI的盲點，說道：AI「「可以學習，但無法創造。」

原因在於創造力並沒有大數據做為後盾，經常是在沒有資料的情形下

所產生（中略）簡單來說，AI無法無中生有、憑空創造。用認知這個

詞來解釋，對人類而言是先認（辨認）而後知（了解），對機器來說

卻是能認（辨認）而未必知（了解）」42。可見AI並非全能，若有HI(

人類智慧)來相互輔佐的話，將可以創造互補的加乘效果。而黃國寶針

對導入AI之前需克服困難之一為「選擇適當的人工智慧套件

(package)、模型、參數和驗證的經驗能力不足」的問題，就技術面

具體提出「一旦有了數據資料，也加入了專業領域的專家知識，就可

以開始建構人工智慧演算的模型。(中略)所謂的訓練AI模型，倒不如

說是訓練操作AI的人。因為在AI執行建立模型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

去測試一些參數，參數的設定需要技巧和經驗，才能夠在不斷的運算

過程中以最有效率的資源、找到最佳的值」43的建議。此處又獲得AI

與HI絕佳合作的提示。另外就AI與人類的心靈層面，顏厥安引用了

學者Hauer面對AI的發展大體上有三種(樂觀論、悲觀論、懷疑論)的

態度觀點，表達出：「人類心靈具有許多無法透過演算法來達致的能

力特色」44的意見。之後更直接了當地說：「AI這個概念裡面的智慧

（intelligence）部分，也許重點並不在於智慧或者心靈，而在於社會

功能。亦即，並不是人類的心靈或智慧，可以被AI所取代，而是人

類的互動溝通與大量的社會行動或社會關係，早就已經社會功能化了

」45。可見AI再怎麼高度地發展，也是僅止於演算技術的升級，是無

法完全取代HI，於是AI與HI的相輔相成，勢必成為一個新趨勢。

從前言處標示圖來看，全球將會有180萬個工作因為AI而逐漸消

失。那消失的180萬個工作，未來是被懂得AI的人才取代，而不是被

AI本身取代，這更加反映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急迫性。近幾年，AI翻

譯大量流行，利用AI來學習外語的機器人和APP也是大受歡迎，儘管

AI(人工智慧)翻譯準確度已大幅提升，但還是有翻譯機器人無法精準

傳達的意思，需要HI(人類智慧)來修正。目前興起許多人文社會領域

的專家，例如：商業、管理、語文，或是教育專家，一窩蜂開始學習

AI技術，甚至出現了「素人資料科學家」（citizen data scientist）46一

詞。可見AI已經不再侷限是理工領域的專利，而是變成需要跨域學習

合作的一個專業領域。由此可知人文社會領域人才或是「素人資料科

學家」必須學習AI47，而理工領域人才也必須跨域了解人文社會領域

的需求。本教師團隊在此雙方共同的認知之上，規劃了名為「AI與外

語學習」的講座課程。另外為補足語文學習者等人文社會領域學生，

先天或心態上無法順利銜接理工領域，特別參酌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

理念48，營造AI的友善學習場域。而將課程分為前、中、後三段式進

行。前段則由理工領域背景的5位教師打前鋒，概略講述AI技術廣泛應

用並影響現代的日常生活等等。中段則延續前段的概念，簡易說明理

論之後，適切安排1次修課學生Hands-on labs(實機操作)。後段由曾經

應用AI技術撰寫過論文的7位語言教師擔任，現身談談實際的經驗與操

作。本課程可謂融合情境興趣的教學策略觀點以及人文與理工跨領域

的合作結晶。5位理工領域背景(資訊工程系、資訊管理系、教育科技

系、資訊圖書系)與7位語言教師(日文系、英文系)等12位教師，聯合授

課、通力合作，將完美演出一場人文社會(語言)與理工跨領域互助合

作的富有歷史性意義的AI饗宴。「AI與外語學習」的講座課程教學計

劃表如後：

本課程主要是嚴肅看待AI時代的現況並突破過去之人文與理工的

隔閡，組織永續發展之12位教師團隊，共同開發前瞻性議題並發展跨

域合作之創新教學。藉以培育擁有跨領域、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

專業2.0人才。

五、結語

本論文藉由親身的經歷，摸索日語(外語)學習者或語言教師如何

在此AI時代立足後，提出的對策方案。首先回顧了近125年間在台灣實

施的日語教育光榮佳績，進而憂心AI時代下的日語(外語)專業需求，

才挺身而出嘗試學習AI、認識AI、應用AI技術，累積親身的經歷。

透過實際參與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講習會、工作坊、國際學術研

討會等學習AI的親身經歷中，整理出一個不被AI淘汰的法則。那即是

需調整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日語(外語)教學方式。以情境

興趣學習策略的教育理念以及跨領域合作為方針而設計出之「AI與外

語學習」講座課程，來具體實踐對策方案。該講座課程是導入「AI的

思維」、「AI的應用」的課程設計，目標培養擁有外語AI五種必備能

力的日語(外語)學習者。因為唯有具備AI思維，才能人機合作。唯有

善用AI、發揮機器無法複製的HI(Human Intelligence)，才能走在新時

代的尖端。藉此將傳統的五技(讀、說、聽、寫、譯)培育之日語(外語)

專業1.0人才，升級為AI與HI兼備之日語(外語)專業2.0人才。

善用AI演算、處理數據資料的強項，再加以AI無法複製的HI來強

化AI的弱項。此強、弱項互補的目標，或許人文社會領域人士皆能經

過思維的改造，是可以達到的。但若需求紮實的五技(讀、說、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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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研究には、文章心理学、文体研究での樺島忠夫,寿岳
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がある。現在でも研究テーマは基本的に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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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未来」『山口医学』61-1pp.11-16、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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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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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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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ffectiveness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ults is severely limited unles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is made.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there is a limit to 
linguistic analysis using only quantitative methods, so we will utilize the 
results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interac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t is thought that the 
road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AI an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ill 
open.

Keywords: AI,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ext min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AI 
an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s a problem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ense of finding the point of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ways, and consider the dynamic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behavior. In the form of 
re-thinking the language, we examined the areas of application and 
pioneering in which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pands the points of 
contact with AI in the future.

Specifically, we focused on text mining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explored application methods i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til now, text mining has 
been focused on finding meaningful data from large-scale data, but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small-scale data.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d small texts that are routinely used in humanitie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d examined what kind of text mining results differ depending 
on the text genre.

The target materials are newspaper editorials as the data of logical 
texts and modern novels as the data of story texts. Then, the two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the features extracted from the text mining wer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text structure. As a result, it was clarified that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ext mining differed greatly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ce in text genre. At the same time, it turns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ccording to the text genre. Furthermore,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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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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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ffectiveness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ults is severely limited unles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is made.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there is a limit to 
linguistic analysis using only quantitative methods, so we will utilize the 
results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interac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t is thought that the 
road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AI an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ill 
open.

Keywords: AI,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ext min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AI 
an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s a problem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ense of finding the point of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ways, and consider the dynamic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behavior. In the form of 
re-thinking the language, we examined the areas of application and 
pioneering in which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xpands the points of 
contact with AI in the future.

Specifically, we focused on text mining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explored application methods i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til now, text mining has 
been focused on finding meaningful data from large-scale data, but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small-scale data.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d small texts that are routinely used in humanitie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d examined what kind of text mining results differ depending 
on the text genre.

The target materials are newspaper editorials as the data of logical 
texts and modern novels as the data of story texts. Then, the two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the features extracted from the text mining were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text structure. As a result, it was clarified that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ext mining differed greatly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ce in text genre. At the same time, it turns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ccording to the text genre. Furthermore,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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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応用した小説の読解授業 ―大学上級クラスにおいて長編小説と短編小説を

読ませる試み―」『Proceedings of the 23rd Princeton Japanese Pedagogy 
Forum』pp.155-163、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
における書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
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等を参照。

17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関係性と歴
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pp.135-140、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
(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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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を参照。

18KH Coderはhttps://khcoder.net/で公開されているフリーソフトである。サイト
では使い方と応用例の論文が公開されている。KH Coderの使用法と研究への
応用は、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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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本語学』和泉書院、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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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ロナ禍 の 記 録 後 世 に伝える責 務 果たしたい」2 0 2 0 / 0 6 /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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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特徴については、注11樋口耕一(2020)参照。また、久保
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視点から」『日本
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等を参照。

232019年、AIバブルを警告するIT経営者が増えている。Life For Earth(2019)「AI
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第一人者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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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現在、自然言語処理の課題は、言語形式の処理の段階は終わり、固有表現抽
出、述語項構造解析、語義曖昧性解消、感情推定・評判分析、感情推定・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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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
─応用と開拓を目指し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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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見出す
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関する
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育が今
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の検討をおこなった。

具体的には、自然言語処理の中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中心とし
て、日本語教育や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での応用方法を探った。今まで、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点が
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は可
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
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
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した。

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物語文のデータ
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
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した結果、文章ジャン
ルの相違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分析結果は大きく異なっており、文章
ジャンルに応じて分析を利用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同時に、
質的分析を前提としなければ、結果の判読の有効性は大きな制約を受
けることも分かった。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分析には、限界があること

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き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と量的方法の相互作用の中で自
然言語処理の成果を日本語教育で活かしていく道が開ける。

キーワード：AI、日本語教育、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量的方法、質的方法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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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見出す
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関する
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育が今
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の検討をおこなった。

具体的には、自然言語処理の中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中心とし
て、日本語教育や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での応用方法を探った。今まで、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点が
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は可
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
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
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した。

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物語文のデータ
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
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した結果、文章ジャン
ルの相違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分析結果は大きく異なっており、文章
ジャンルに応じて分析を利用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同時に、
質的分析を前提としなければ、結果の判読の有効性は大きな制約を受
けることも分かった。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分析には、限界があること

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き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と量的方法の相互作用の中で自
然言語処理の成果を日本語教育で活かしていく道が開ける。

キーワード：AI、日本語教育、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量的方法、質的方法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037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特待教授
1本論文の内容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本)
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月20日の
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共催「淡
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
ポジウム」での講演の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

2国際交流基金(2019 )『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2020年7月21日閲覧)
参照。

3図2および記事は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
場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年7月22日閲覧)。

4アメリカ、中国等でのAI関係教育の概況は、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
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参照。

5台湾では2019年からAIに関する内容を小・中・高・大に取り入れる政策が始ま
っている。参考として、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
範例」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日閲覧）参照。

6紹介は、＠IT(2020)「各AI研究分野の立ち位置を示す「AIマップ」（人工知能学
会の公開リソース）とは？」 https://www.atmarkit.co.jp/ait/articles/2006/01/
news031.html参照。図3の人工知能学会の「AIマップ」は、「AI研究初学者と異
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瞰図　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
resource/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7語彙の量的分析に関する計量言語学的手法は、現在、コーパスを使用した研究
の中で最もよく使用される方法である。日本語での計量言語学的手法の研究初
期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研究には、文章心理学、文体研究での樺島忠夫,寿岳
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がある。現在でも研究テーマは基本的に当時
と同じであり、文体の差異を見出す方向は変わらない。一例として、岸本千秋（
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
本語研究』29pp.71-99、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
み:『BCCWJ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育大学紀要.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等参照。

8研究動向として、統計的手法によりテキストの量的特徴を把握する研究は計量
文献学と呼ばれ、文書の真偽判定などで使われ、計量言語学の中では最も有効
な分野と言える。一例として、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
機統計学』9-1pp.65-74。

9量的質的研究の昇華を目指す方法として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
と未来」『山口医学』61-1pp.11-16、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
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八田太一
(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
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pp.49-59等の「混合研究法」の提案が継続して出され

ている。量的研究の問題では、アメリカ統計学会がP値の水曜に使用に警告を出
し、欧米でも統計的有意性の意味を巡る大きな論争が続き、『Nature』は「統計
的有意性」という概念を廃止するように注意喚起をおこなっている。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ダイジェスト』
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est/v16/n6/%E7%B5%B1%
E8%A8%88%E7%9A%84%E6%9C%89%E6%84%8F%E6%80%A7%E3%82%9
2%E5%B7%A1%E3%82%8B%E9%87%8D%E8%A6%81%E3%81%AA%E8%A
B%96%E4%BA%89/98909(2020年6月11日閲覧以下同様)参照。日本での解
説は、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全性研
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wnload.php?id=166参照。

10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ム論からみ
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21-3pp.163-173を元に、論者作成。

11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pp.2-7参
照。

12研究例として、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
値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pp.47-59、大槻明,町田
悠貴,川村雅義(2018)「「暇」ツイート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潜在的ニーズ
の発見法に関する一考察」『情報通信学会誌』36-2pp.111-126、石井康夫,大
久保あかね,鈴木大介(2019)「観光マーケティングにおける新たな分析手法の
提案－伊豆半島の観光魅力度に関す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事例として
－」『知能と情報』31-4pp.745-753等を参照。

13事例として、織田朝美,胡寅駿(2015)「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を用いた環境行
動の識別」『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JSAI2015(0),1M2OS24a4i-1M2
OS24a4i, 織田由美子(2020)「対立ロジックの協調による消費実践の脱スティ
グマ化:―「婚活」ブームを事例として―」『マーケティングレビュー』
1-1pp.85-93,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
事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等を参照。

14研究例として、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
例とし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
「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

動分析」『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
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
大学紀要 =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2020-02-28等
を参照。

15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文献検索は、すでに実用サービスとして提供さ
れている。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サ
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36840(2020年4月4日閲覧)。

16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参照。自然言語処理や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による言語研究例として、大谷鉄平（2014）「『文章らしさ』・『談話らし
さ』に対する外的要因の作用性 ―首相による所信表明演説の観察結果を例に
―」『日語日文學研究』91-1pp.229-247、王伸子（2017）「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を応用した小説の読解授業 ―大学上級クラスにおいて長編小説と短編小説を

読ませる試み―」『Proceedings of the 23rd Princeton Japanese Pedagogy 
Forum』pp.155-163、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
における書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
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等を参照。

17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関係性と歴
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pp.135-140、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
(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
識学会誌』20-2pp.135-140、福井 美弥 , 阿部 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
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
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等を参照。

18KH Coderはhttps://khcoder.net/で公開されているフリーソフトである。サイト
では使い方と応用例の論文が公開されている。KH Coderの使用法と研究への
応用は、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析
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参照。

19文章は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と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に分けるこ
とができ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ついては、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
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本語学』和泉書院、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
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等を参照。

20資料の社説は、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朝日新聞「経済危
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
es/DA3S14480841.html、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
2020年06月08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 html、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6-OYT1T50273/読売新聞「
コロナ禍 の 記 録 後 世 に伝える責 務 果たしたい」2 0 2 0 / 0 6 / 0 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7-OYT1T50159/、読売新聞「
コロナと雇 用 派 遣 切りの 急 増 を 回 避 せよ」2 0 2 0 / 0 6 / 1 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1T50212/。 21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2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特徴については、注11樋口耕一(2020)参照。また、久保
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視点から」『日本
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等を参照。

232019年、AIバブルを警告するIT経営者が増えている。Life For Earth(2019)「AI
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第一人者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
アップは要注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24現在、自然言語処理の課題は、言語形式の処理の段階は終わり、固有表現抽
出、述語項構造解析、語義曖昧性解消、感情推定・評判分析、感情推定・評判

分析、談話表示構造、含有関係認識、含意理解等の言語表現の意味の解析が
急速に進んでいる。紹介は、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
８つの課題＆解決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等を参
照。

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図1 2018年日本語学習者調査結果速報値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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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図2 日本国内でのAI関係市場の成長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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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本語学』和泉書院、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
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等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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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特徴については、注11樋口耕一(2020)参照。また、久保
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視点から」『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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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現在、自然言語処理の課題は、言語形式の処理の段階は終わり、固有表現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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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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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図3 人工知能学会によるAI関係技術の各領域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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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042

Collaboration between AI an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iming for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特待教授
1本論文の内容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本)
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月20日の
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共催「淡
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
ポジウム」での講演の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

2国際交流基金(2019 )『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2020年7月21日閲覧)
参照。

3図2および記事は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
場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年7月22日閲覧)。

4アメリカ、中国等でのAI関係教育の概況は、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
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参照。

5台湾では2019年からAIに関する内容を小・中・高・大に取り入れる政策が始ま
っている。参考として、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
範例」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日閲覧）参照。

6紹介は、＠IT(2020)「各AI研究分野の立ち位置を示す「AIマップ」（人工知能学
会の公開リソース）とは？」 https://www.atmarkit.co.jp/ait/articles/2006/01/
news031.html参照。図3の人工知能学会の「AIマップ」は、「AI研究初学者と異
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瞰図　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
resource/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7語彙の量的分析に関する計量言語学的手法は、現在、コーパスを使用した研究
の中で最もよく使用される方法である。日本語での計量言語学的手法の研究初
期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研究には、文章心理学、文体研究での樺島忠夫,寿岳
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がある。現在でも研究テーマは基本的に当時
と同じであり、文体の差異を見出す方向は変わらない。一例として、岸本千秋（
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
本語研究』29pp.71-99、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
み:『BCCWJ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育大学紀要.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等参照。

8研究動向として、統計的手法によりテキストの量的特徴を把握する研究は計量
文献学と呼ばれ、文書の真偽判定などで使われ、計量言語学の中では最も有効
な分野と言える。一例として、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
機統計学』9-1pp.65-74。

9量的質的研究の昇華を目指す方法として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
と未来」『山口医学』61-1pp.11-16、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
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八田太一
(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
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pp.49-59等の「混合研究法」の提案が継続して出され

ている。量的研究の問題では、アメリカ統計学会がP値の水曜に使用に警告を出
し、欧米でも統計的有意性の意味を巡る大きな論争が続き、『Nature』は「統計
的有意性」という概念を廃止するように注意喚起をおこなっている。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ダイジェスト』
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est/v16/n6/%E7%B5%B1%
E8%A8%88%E7%9A%84%E6%9C%89%E6%84%8F%E6%80%A7%E3%82%9
2%E5%B7%A1%E3%82%8B%E9%87%8D%E8%A6%81%E3%81%AA%E8%A
B%96%E4%BA%89/98909(2020年6月11日閲覧以下同様)参照。日本での解
説は、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全性研
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wnload.php?id=166参照。

10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ム論からみ
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21-3pp.163-173を元に、論者作成。

11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pp.2-7参
照。

12研究例として、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
値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pp.47-59、大槻明,町田
悠貴,川村雅義(2018)「「暇」ツイート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潜在的ニーズ
の発見法に関する一考察」『情報通信学会誌』36-2pp.111-126、石井康夫,大
久保あかね,鈴木大介(2019)「観光マーケティングにおける新たな分析手法の
提案－伊豆半島の観光魅力度に関す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事例として
－」『知能と情報』31-4pp.745-753等を参照。

13事例として、織田朝美,胡寅駿(2015)「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を用いた環境行
動の識別」『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JSAI2015(0),1M2OS24a4i-1M2
OS24a4i, 織田由美子(2020)「対立ロジックの協調による消費実践の脱スティ
グマ化:―「婚活」ブームを事例として―」『マーケティングレビュー』
1-1pp.85-93,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
事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等を参照。

14研究例として、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
例とし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
「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

動分析」『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
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
大学紀要 =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2020-02-28等
を参照。

15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文献検索は、すでに実用サービスとして提供さ
れている。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サ
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36840(2020年4月4日閲覧)。

16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参照。自然言語処理や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による言語研究例として、大谷鉄平（2014）「『文章らしさ』・『談話らし
さ』に対する外的要因の作用性 ―首相による所信表明演説の観察結果を例に
―」『日語日文學研究』91-1pp.229-247、王伸子（2017）「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を応用した小説の読解授業 ―大学上級クラスにおいて長編小説と短編小説を

読ませる試み―」『Proceedings of the 23rd Princeton Japanese Pedagogy 
Forum』pp.155-163、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
における書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
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等を参照。

17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関係性と歴
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pp.135-140、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
(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
識学会誌』20-2pp.135-140、福井 美弥 , 阿部 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
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
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等を参照。

18KH Coderはhttps://khcoder.net/で公開されているフリーソフトである。サイト
では使い方と応用例の論文が公開されている。KH Coderの使用法と研究への
応用は、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析
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参照。

19文章は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と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に分けるこ
とができ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ついては、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
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本語学』和泉書院、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
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等を参照。

20資料の社説は、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朝日新聞「経済危
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
es/DA3S14480841.html、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
2020年06月08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 html、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6-OYT1T50273/読売新聞「
コロナ禍 の 記 録 後 世 に伝える責 務 果たしたい」2 0 2 0 / 0 6 / 0 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7-OYT1T50159/、読売新聞「
コロナと雇 用 派 遣 切りの 急 増 を 回 避 せよ」2 0 2 0 / 0 6 / 1 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1T50212/。 21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2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特徴については、注11樋口耕一(2020)参照。また、久保
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視点から」『日本
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等を参照。

232019年、AIバブルを警告するIT経営者が増えている。Life For Earth(2019)「AI
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第一人者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
アップは要注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24現在、自然言語処理の課題は、言語形式の処理の段階は終わり、固有表現抽
出、述語項構造解析、語義曖昧性解消、感情推定・評判分析、感情推定・評判

分析、談話表示構造、含有関係認識、含意理解等の言語表現の意味の解析が
急速に進んでいる。紹介は、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
８つの課題＆解決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等を参
照。

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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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表1 言語学における客観主義と構成主義のパラダイム比較10

客観主義 構成主義

存在論

「唯一の真実」である言語が研
究者の関心とは独立して存在
する。それは独立した言語の
法則に従って因果的に作用す
る。

社会的に構成された多様な「
真実」である言語が存在する。
社会的言語の真実とは、批判
にさらされ、人々の合意を作り
上げる過程のなかから生み出
される、ジャンル的な表現であ
る。

認識論

方法論

研究者は，研究対象の言語に
直接関わらずに、研究対象が
おかれている場から離れて
分析する。（使われている場
を捨象）

研究者自身が直接，研究対象
と解釈、分類、操作などの行為
を通じて相互に関わり合う。そ
のため、研究者は研究対象と
独立して研究することはあり得
ない。

前もって言語に関する仮説を
立て、分析の観点や方法を注
意深く作りだし、実証的に検証
する。＝数理的統計的

社会的に共通の理解を得るた
めに、研究者は研究対象との
絶え間ざる相互作用を通して、
真実を構成していく。＝解釈、
理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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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KH Coderはhttps://khcoder.net/で公開されているフリーソフトである。サイト
では使い方と応用例の論文が公開されている。KH Coderの使用法と研究への
応用は、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析
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参照。

19文章は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と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に分けるこ
とができ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ついては、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
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本語学』和泉書院、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
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等を参照。

20資料の社説は、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朝日新聞「経済危
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
es/DA3S14480841.html、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
2020年06月08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 html、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6-OYT1T50273/読売新聞「
コロナ禍 の 記 録 後 世 に伝える責 務 果たしたい」2 0 2 0 / 0 6 / 0 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7-OYT1T50159/、読売新聞「
コロナと雇 用 派 遣 切りの 急 増 を 回 避 せよ」2 0 2 0 / 0 6 / 1 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1T50212/。 21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2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特徴については、注11樋口耕一(2020)参照。また、久保
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視点から」『日本
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等を参照。

232019年、AIバブルを警告するIT経営者が増えている。Life For Earth(2019)「AI
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第一人者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
アップは要注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24現在、自然言語処理の課題は、言語形式の処理の段階は終わり、固有表現抽
出、述語項構造解析、語義曖昧性解消、感情推定・評判分析、感情推定・評判

分析、談話表示構造、含有関係認識、含意理解等の言語表現の意味の解析が
急速に進んでいる。紹介は、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
８つの課題＆解決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等を参
照。

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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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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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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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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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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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の識別」『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JSAI2015(0),1M2OS24a4i-1M2
OS24a4i, 織田由美子(2020)「対立ロジックの協調による消費実践の脱スティ
グマ化:―「婚活」ブームを事例として―」『マーケティングレビュー』
1-1pp.85-93,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
事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等を参照。

14研究例として、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
例とし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
「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

動分析」『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
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
大学紀要 =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2020-02-28等
を参照。

15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文献検索は、すでに実用サービスとして提供さ
れている。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サ
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36840(2020年4月4日閲覧)。

16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参照。自然言語処理や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による言語研究例として、大谷鉄平（2014）「『文章らしさ』・『談話らし
さ』に対する外的要因の作用性 ―首相による所信表明演説の観察結果を例に
―」『日語日文學研究』91-1pp.229-247、王伸子（2017）「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を応用した小説の読解授業 ―大学上級クラスにおいて長編小説と短編小説を

読ませる試み―」『Proceedings of the 23rd Princeton Japanese Pedagogy 
Forum』pp.155-163、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
における書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
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等を参照。

17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関係性と歴
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pp.135-140、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
(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
識学会誌』20-2pp.135-140、福井 美弥 , 阿部 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
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
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等を参照。

18KH Coderはhttps://khcoder.net/で公開されているフリーソフトである。サイト
では使い方と応用例の論文が公開されている。KH Coderの使用法と研究への
応用は、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析
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参照。

19文章は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と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に分けるこ
とができ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ついては、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
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本語学』和泉書院、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
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等を参照。

20資料の社説は、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朝日新聞「経済危
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
es/DA3S14480841.html、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
2020年06月08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 html、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6-OYT1T50273/読売新聞「
コロナ禍 の 記 録 後 世 に伝える責 務 果たしたい」2 0 2 0 / 0 6 / 0 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7-OYT1T50159/、読売新聞「
コロナと雇 用 派 遣 切りの 急 増 を 回 避 せよ」2 0 2 0 / 0 6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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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特徴については、注11樋口耕一(2020)参照。また、久保
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視点から」『日本
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等を参照。

232019年、AIバブルを警告するIT経営者が増えている。Life For Earth(2019)「AI
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第一人者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
アップは要注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24現在、自然言語処理の課題は、言語形式の処理の段階は終わり、固有表現抽
出、述語項構造解析、語義曖昧性解消、感情推定・評判分析、感情推定・評判

分析、談話表示構造、含有関係認識、含意理解等の言語表現の意味の解析が
急速に進んでいる。紹介は、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
８つの課題＆解決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等を参
照。

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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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参考文献

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８つの課題＆解決

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

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例とし

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

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

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

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事

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

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

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値

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

pp.47-59

樺島忠夫,寿岳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

岸本千秋（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

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本語研究』29、pp.71-99

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範例」

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

日閲覧）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

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

pp.135-140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

関係性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 -2、

pp.135-140

久保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

視点から」『日本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

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

ム論からみ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

21-3、pp.163-173

KHCoder  https://khcoder.net/

国際交流基金(2019)『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

(2020年7月21日閲覧)

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

サ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

36840（2020年6月12日閲覧）

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

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

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

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

人工知能学会「AI研究初学者と異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

瞰図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resource/

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における書

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

文集』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

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

本語学』和泉書院

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動分析」

『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 ダイジェ

スト』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

est/v16/n6/%E7%B5%B1%E8%A8%88%E7%9A%84

%E6%9C%89%E6%84%8F%E6%80%A7%E3%82%92

%E5%B7%A1%E3%82%8B%E9%87%8D%E8%A6%81

%E3%81%AA%E8%AB%96%E4%BA%89/98909(202

0年6月11日閲覧)

八田太一(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

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

pp.49-59

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み:『BCCWJ

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

育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 

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

析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

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と未来」『山口医学』61-1、

pp.11-16

福井美弥,阿部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

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

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大学紀要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

2020-02-28

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機統計学』9-1、

pp.65-74

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

pp.2-7

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

全性研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

wnload.php?id=166

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

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Life For Earth(2019)「AI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　第一

人者 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アップは要注

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

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場

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

年7月22日閲覧)

（注記）

本論文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

本)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

月20日の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か・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

教育学会共催「淡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での講演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

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科技部研究案：MOST 107-2410-H-032-030 

-MY2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049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特待教授
1本論文の内容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本)
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月20日の
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科・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教育学会共催「淡
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
ポジウム」での講演の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

2国際交流基金(2019 )『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2020年7月21日閲覧)
参照。

3図2および記事は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
場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年7月22日閲覧)。

4アメリカ、中国等でのAI関係教育の概況は、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
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参照。

5台湾では2019年からAIに関する内容を小・中・高・大に取り入れる政策が始ま
っている。参考として、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
範例」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日閲覧）参照。

6紹介は、＠IT(2020)「各AI研究分野の立ち位置を示す「AIマップ」（人工知能学
会の公開リソース）とは？」 https://www.atmarkit.co.jp/ait/articles/2006/01/
news031.html参照。図3の人工知能学会の「AIマップ」は、「AI研究初学者と異
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瞰図　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
resource/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7語彙の量的分析に関する計量言語学的手法は、現在、コーパスを使用した研究
の中で最もよく使用される方法である。日本語での計量言語学的手法の研究初
期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研究には、文章心理学、文体研究での樺島忠夫,寿岳
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がある。現在でも研究テーマは基本的に当時
と同じであり、文体の差異を見出す方向は変わらない。一例として、岸本千秋（
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
本語研究』29pp.71-99、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
み:『BCCWJ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育大学紀要.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等参照。

8研究動向として、統計的手法によりテキストの量的特徴を把握する研究は計量
文献学と呼ばれ、文書の真偽判定などで使われ、計量言語学の中では最も有効
な分野と言える。一例として、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
機統計学』9-1pp.65-74。

9量的質的研究の昇華を目指す方法として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
と未来」『山口医学』61-1pp.11-16、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
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八田太一
(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
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pp.49-59等の「混合研究法」の提案が継続して出され

ている。量的研究の問題では、アメリカ統計学会がP値の水曜に使用に警告を出
し、欧米でも統計的有意性の意味を巡る大きな論争が続き、『Nature』は「統計
的有意性」という概念を廃止するように注意喚起をおこなっている。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ダイジェスト』
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est/v16/n6/%E7%B5%B1%
E8%A8%88%E7%9A%84%E6%9C%89%E6%84%8F%E6%80%A7%E3%82%9
2%E5%B7%A1%E3%82%8B%E9%87%8D%E8%A6%81%E3%81%AA%E8%A
B%96%E4%BA%89/98909(2020年6月11日閲覧以下同様)参照。日本での解
説は、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全性研
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wnload.php?id=166参照。

10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ム論からみ
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21-3pp.163-173を元に、論者作成。

11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pp.2-7参
照。

12研究例として、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
値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pp.47-59、大槻明,町田
悠貴,川村雅義(2018)「「暇」ツイート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潜在的ニーズ
の発見法に関する一考察」『情報通信学会誌』36-2pp.111-126、石井康夫,大
久保あかね,鈴木大介(2019)「観光マーケティングにおける新たな分析手法の
提案－伊豆半島の観光魅力度に関す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事例として
－」『知能と情報』31-4pp.745-753等を参照。

13事例として、織田朝美,胡寅駿(2015)「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術を用いた環境行
動の識別」『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JSAI2015(0),1M2OS24a4i-1M2
OS24a4i, 織田由美子(2020)「対立ロジックの協調による消費実践の脱スティ
グマ化:―「婚活」ブームを事例として―」『マーケティングレビュー』
1-1pp.85-93,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
事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等を参照。

14研究例として、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
例とし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
「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

動分析」『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
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
大学紀要 =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2020-02-28等
を参照。

15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文献検索は、すでに実用サービスとして提供さ
れている。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サ
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36840(2020年4月4日閲覧)。

16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参照。自然言語処理や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による言語研究例として、大谷鉄平（2014）「『文章らしさ』・『談話らし
さ』に対する外的要因の作用性 ―首相による所信表明演説の観察結果を例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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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pp.155-163、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
における書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
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等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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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本語学』和泉書院、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
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等を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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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6-OYT1T50273/読売新聞「
コロナ禍 の 記 録 後 世 に伝える責 務 果たしたい」2 0 2 0 / 0 6 / 0 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7-OYT1T50159/、読売新聞「
コロナと雇 用 派 遣 切りの 急 増 を 回 避 せよ」2 0 2 0 / 0 6 / 1 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1T50212/。 21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2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特徴については、注11樋口耕一(2020)参照。また、久保
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視点から」『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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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現在、自然言語処理の課題は、言語形式の処理の段階は終わり、固有表現抽
出、述語項構造解析、語義曖昧性解消、感情推定・評判分析、感情推定・評判

分析、談話表示構造、含有関係認識、含意理解等の言語表現の意味の解析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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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テキスト・資料

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2020年06月0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html

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

朝日新聞「経済危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80841.html

読売新聞「コロナ禍の記録後世に伝える責務果たしたい」

2020/06/0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7-OYT1T50159/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

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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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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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図4 記事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左：読売/右：朝日　以下同様)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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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
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等を参照。

18KH Coderはhttps://khcoder.net/で公開されているフリーソフトである。サイト
では使い方と応用例の論文が公開されている。KH Coderの使用法と研究への
応用は、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析
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参照。

19文章は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と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に分けるこ
とができ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ついては、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
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本語学』和泉書院、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
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等を参照。

20資料の社説は、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朝日新聞「経済危
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
es/DA3S14480841.html、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
2020年06月08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 html、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6-OYT1T50273/読売新聞「
コロナ禍 の 記 録 後 世 に伝える責 務 果たしたい」2 0 2 0 / 0 6 / 0 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7-OYT1T50159/、読売新聞「
コロナと雇 用 派 遣 切りの 急 増 を 回 避 せよ」2 0 2 0 / 0 6 / 1 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1T50212/。 21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2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特徴については、注11樋口耕一(2020)参照。また、久保
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視点から」『日本
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等を参照。

232019年、AIバブルを警告するIT経営者が増えている。Life For Earth(2019)「AI
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第一人者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
アップは要注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24現在、自然言語処理の課題は、言語形式の処理の段階は終わり、固有表現抽
出、述語項構造解析、語義曖昧性解消、感情推定・評判分析、感情推定・評判

分析、談話表示構造、含有関係認識、含意理解等の言語表現の意味の解析が
急速に進んでいる。紹介は、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
８つの課題＆解決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等を参
照。

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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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図5 記事使用語彙の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の結果(左：読売/右：朝日)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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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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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図6 「吹雪物語」（上段）「斜陽」（下段）の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上位（左）と下位（右）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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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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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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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述語項構造解析、語義曖昧性解消、感情推定・評判分析、感情推定・評判

分析、談話表示構造、含有関係認識、含意理解等の言語表現の意味の解析が
急速に進んでいる。紹介は、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
８つの課題＆解決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等を参
照。

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テキスト・資料

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2020年06月0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html

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

朝日新聞「経済危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80841.html

読売新聞「コロナ禍の記録後世に伝える責務果たしたい」

2020/06/0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7-OYT1T50159/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

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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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pp.155-163、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
における書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
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等を参照。

17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関係性と歴
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pp.135-140、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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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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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図7 「吹雪物語」（上段）「斜陽」（下段）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トワーク
分析の結果（左：出現60回以上の語、右：出現10回以上の語）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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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36840(2020年4月4日閲覧)。

16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参照。自然言語処理や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による言語研究例として、大谷鉄平（2014）「『文章らしさ』・『談話ら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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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応用した小説の読解授業 ―大学上級クラスにおいて長編小説と短編小説を

読ませる試み―」『Proceedings of the 23rd Princeton Japanese Pedagogy 
Forum』pp.155-163、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
における書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文集』
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等を参照。

17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関係性と歴
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pp.135-140、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
(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
識学会誌』20-2pp.135-140、福井 美弥 , 阿部 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
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
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等を参照。

18KH Coderはhttps://khcoder.net/で公開されているフリーソフトである。サイト
では使い方と応用例の論文が公開されている。KH Coderの使用法と研究への
応用は、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析
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参照。

19文章は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と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に分けるこ
とができ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ついては、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
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本語学』和泉書院、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
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等を参照。

20資料の社説は、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朝日新聞「経済危
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
es/DA3S14480841.html、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
2020年06月08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 html、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6-OYT1T50273/読売新聞「
コロナ禍 の 記 録 後 世 に伝える責 務 果たしたい」2 0 2 0 / 0 6 / 0 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7-OYT1T50159/、読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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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特徴については、注11樋口耕一(2020)参照。また、久保
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視点から」『日本
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等を参照。

232019年、AIバブルを警告するIT経営者が増えている。Life For Earth(2019)「AI
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第一人者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
アップは要注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24現在、自然言語処理の課題は、言語形式の処理の段階は終わり、固有表現抽
出、述語項構造解析、語義曖昧性解消、感情推定・評判分析、感情推定・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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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テキスト・資料

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2020年06月0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html

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

朝日新聞「経済危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80841.html

読売新聞「コロナ禍の記録後世に伝える責務果たしたい」

2020/06/0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7-OYT1T50159/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

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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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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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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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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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表2 人文社会科学各分野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項目

社会学、心理学
教育学、福祉、
医療

経営学、マーケ
ティング研究

計量言語学、計
量文献学、コー
パス言語学

人文社会系（語
学、文学、歴史、
思想、日本語教
育学）

対象

社会現象、人間
行動、心理的現
象の規則性、量
的質的特徴

ビジネスに関
する社会現象、
心理要因、消費
行動、システム

言語単位の量
的処理、資料間
の差異、語彙資
料の量的特徴

資料となる文
献、データの質
的特徴、内容的
理解、個別性、
差異の理解

目的

言語データの
分析しによる
社会現象、心理
現象の一般的
規則性あるい
は個別的特性
の解明

言語データの
分析によるビ
ジネス関係の
現象の量的質
的特性の解明

言語データの
量的分析によ
る語彙の一般
的特徴の解明

言語データの
質的な読解、整
理、解釈による
資料の個別的
特徴の解明

方法
量的方法と質
的方法が対立
しやすい

量的方法と質
的方法が併用

量的方法、質的
方法は不採用

量的方法と質
的方法が対立

応用

内容分析、イン
タビューやアン
ケートの記述
内容の質的分
析、SNSなどの
言語データの
質的分析

インタビューや
アンケートの記
述内容の質的
分析、SNSなど
の言語データ
の質的分析

言語データの
量的分析と整
理、統計的処理

言語データの
量的分析を手
掛かりにした質
的分析手法の
開発

成果
質的研究で広
く応用混合法
の試行

ビッグ・データ
分析で広く応
用、商業化

データベース
作成、資料間の
差異の検定

開拓途上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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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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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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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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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80841.html

読売新聞「コロナ禍の記録後世に伝える責務果たしたい」

2020/06/0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7-OYT1T50159/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

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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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関連できる分野を探すことが、日本語教育など人文社会系の学科に

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になる。しかし、図2を見ると分かるように、AI関係市場

の中で、言語に関係した翻訳、検索・探索、言語解析の市場の発展は日

本のAI関係市場の50％以上を占めており、実は、言語と関係したAI関

係の技術の発展が市場の成長を支え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今後の日本

語関係でのAI関係技術の中心は、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の分野ではなく、言

語に関係した処理の分野なのである。

では、AI技術と関係してそのような言語に関する情報処理が関係して

いるのであろうか。日本の人工知能学会が発表した「AIマップ（β：ベー

タ版）」に拠れば、AIに関係する情報処理は非常に多岐に渡るが、言語

と深く関係した内容も多く見られる6。図3の領域のうち、「推論、知識、言

語」「発見、探索、創造」「人・対話・情動」の分野はみな人間の使う言語

である自然言語の情報処理に関わる分野である。AI関係技術と言われ

たとき、メディア等の喧伝しているものは「身体、ロボット、運動」など極

限られた領域に過ぎず、誤った認識が社会に流布されていると言える。

現在、第三期AI技術の発展で、非常に大きな資料から人間の処理に

拠らずにAI自身で自然言語処理を行う手法が開発されつつあり、さまざ

まな分野への応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また、AI技術のために新たな視点

で言語事象を捉えなおす必要も生まれている。

実は、言語に関する研究分野でも、量的研究手法は1950年代から

の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発展、普及してきた方法であり、計量言語学で

はAI技術の草創期である1950年代から品詞や語彙使用の量的差異

の比較によって、作家の文体特性を見出そうとする研究などが行われ

てきた7。資料間での指標の量的計量と差異の比較、さらに統計的処理

での要素の相関性の計量や因子分析などの多変量解析手法による特

徴の抽出など、AI技術の発展と共に、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も大きく発展し

1. はじめに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は、少子高齢化とAI技術等による社会構造

変化の中で大きな転換期を迎えている。国際交流基金(2019)によれば、

2018年の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学習者数は、2015年と比べて約5万人減

少しているが、その主な理由のひとつは中等教育における学習者が日本

語等の人文系の選択科目ではなくAIや情報など理科系の選択科目に流

れたためということである2。世界各国でも、今まで日本語教育が盛んだっ

た地域でかなりの学習者減が起きており、その原因も社会構造的な変化

が反映している可能性は高い。

現代の社会を変化させている大きな要因のひとつに急速なAI関係技

術の発展と応用がある。AI関係市場は、今後も世界各国で急速に成長す

る可能性が予想されている。日本での成長予測によると、以下の図2のよ

うに、2018年には約200億円の市場規模に成長しているが、それ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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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には約3倍の640億年に達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3。

こうした動きは教育界に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おり、現在世界各国で

AIに関する教育を従来の学校教育に接続させるカリキュラムが生まれて

いる4。台湾でも初等中等教育にAI関係の教育内容を導入する試みが始

まっている5。

しかし、AI技術自体は非常に広汎な分野と関連しているため、どのよう

に日本語教育分野と接続を図っていくかを考え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

メディアで喧伝されているようなビッグデータと機械学習に関する内容

はインターネット市場や自然現象に関する数理的データ処理が中心で

あり、人文社会系の学課である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点はまったく存在しな

てきた8。しかし、作者の差異の特定、歴史的変化の素描、ジャンル間の語

彙的特徴などのテーマは研究の草創期から半世紀以上が過ぎてもほぼ

一貫しており、応用的課題の部分では基本的にAIの自然言語処理の新し

い分野に踏み込むことはかなり難しいように見える。従来の言語の統計

的処理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も、発想を切り換える必要に迫られている。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両者の接点を

見出す意味で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問題と捉え、言語の表現や行動に

関す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を再考する形で、日本語教

育が今後、AIとの接点を拡げていく応用と開拓の領域を検討していきた

い。

2. 言語におけ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ダイナミックス

AIと日本語教育との協働の問題を考える時、研究の基本的パラダイム

の問題は大きな障礙になる課題である。現在まで、人文社会系研究の中

ではそれぞれの領域の対象を扱う場合、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視点が

相互対立的に作用し、排他的に相互を捉える傾向が非常に強かった。現

在でも、潜在的には方法的な対立が残っており、繰り返し関係する論文

が提出されている9。以下の表1に示したように、今までの論争の中でも認

識されてきた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は、単なる方法論の選択の違いではな

く、研究の態度と目的に関する基本的パラダイムの相違と認識する必要

がある。

言語に関する研究で言えば、客観主義的研究はソシュールの言語論で

のラングにあたる社会的に一般化される言語現象を対象にする研究で、

一般的特性を示すために言語を要素に分けて、特性を記述する方法を

採る。一方、構成主義的研究は、言語の質を問題にする研究で、ソシュー

ルのパロールに該当する部分を対象にしている。主体的個別的でジャン

ル的な言語の運用を問題にする部分で、要素から還元できない言語表

現やまた社会的表現ジャンルを扱うため、共通性や一般性ではなく、個

別性、特殊性の中に見られる特性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する。

言語にはそれぞれの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二面性が有り、量的研究

と質的研究は言語現象の特性によって生まれる次元の根本的相違であ

る。従って、方法の優劣の問題やどちらがより客観的かという評価の問題

とは全く無関係であり、人間が恣意的にどちらかを選べるものではなく、

解明すべき事象がそのような方法でしか捉えられないという必然性に迫

られた選択の問題である。AIとの日本語教育との接続を考える場合、この

両者の何をどのように明らかに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常に問われる課題

となる。決して量的方法ですべてが解決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そこで本論文ではAI技術を応用し、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を結び付ける

方向性として第三期AI技術での重要部分である自然言語処理によるテ

キスト・マイニング技法を取り上げて、日本語学および日本語教育への応

用を試みてみたい。語レベルにとどまらず、文、文章レベルでの処理につ

いて、今までの人文科学的な質的方法とAIによる自然言語処理とを組み

合わせることで、新しい研究課題と分野が広が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今

ま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大規模な資料から有意義なデータを見出す

点が注目を集めていたが、小規模なデータからも有益な情報を得ること

は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3. 日本語人文社会系関係研究でのテク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

情報科学でのデータ処理技術が自然言語処理の技術と結びついて、

生まれて来たの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と呼ばれる、資料となる言語デー

タ中から有意義な情報を取り出す技術である。現在の第3次AIブームの

中でも、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様々な応用が進んでいる。その主な内容

は、たとえば経営学的な方面からは以下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いる11。

1）SNSでの特定商品・サービスの評判の分析：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発信さ

れる個人の意見や感情を、言語データから抽出できる。ブログ、SNS

等では、意見や感情を自由に発信できるので、さまざまな意見や感

情のデータ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定のサービスや商品などの対

象について社会全体の意見の傾向を見出したり、社会全体の雰囲

気、感情、トレンドなど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SNS

の種類別に出ている内容や世代の相違などがあるので、それに応じ

た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12。

2）社会的トレンドの調査:特定の商品やサービスではなく一般的に社

会全体の話題を拾上げて、さらに時系列で見て、話題の浮き沈みを

測る分析ができる。ツイッター、ブログサイト、新聞記事の分析で話

題の傾向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13。

3）話題の相互連関の分析：新聞記事や評論的ブログ、雜誌サイトなど

によって、社会的な話題の抽出や相互関連の分析を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段落や節の中に出てくるキーワードをもとにして。段落ごとに集

めたキーワードの間の関連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社会的な話題

に対する、政府、政党、マスコミ、有識者、世論などの意見傾向を分析

して、相互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もできる14。

4）必要な文書の検索・文類：大量の文献文書に対して話題に関する

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必要な文献を集める検索ができる。従来の

ようにキーワードを含む文献を検索するのではなく、話題を抽出し

話題館の関連や距離を測定すると、話題の近い文献をリスト化でき

る15。

一方、言語研究や教育に関する分野でも、従来の計量言語学的研究に

留まらず、応用の試みが進んでいる。李在鎬(2017)は、言語単位に関す

る研究として文章や談話のジャンルに関わる問題、構成要素である語彙

や文の規則性に関する問題、言語使用に関する問題、また文章のまとま

り結束性や話題に関する問題をあげ、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関する研究と

し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規則に関する問題、文章や談話の規則性や構

造に関する問題、話題の中心に関する問題を指摘している。研究領域別

では、文章の評価に関する主題、日本語教育での作文等の評価、文章の

計量的特徴と分析方法に関するテーマ、自然言語処理における文章解

析、文章の特徴の把握、文章の難易度測定などを紹介して、テキスト・マ

イニングが応用可能な分野を指摘している16。文学などの質的研究でも

計量的方法を導入する試みが行われ、また、日本語教育では教材の難易

度評価や文章の語彙評価など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17。しかし、今

までの言語研究面で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利用は、語彙を基本単位

にしているため、実際に研究や教育で行っている読解、解釈での質的研

究手法による読み取りとは、かなり断絶があり、そのままでは量的研究手

法であ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等の計量的分析と、質的研究手法である人

文社会研究でのテクスト読解との距離を詰めることは困難と言える。

本論文では、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で日常使われている小規模な文章

を対象にして文章ジャンルの相違に応じて、どのような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結果の相違が見られるかを考察する。対象とする資料は、論説文の

データとして新聞社説と、物語文のデータとして近現代小説をサンプル

にあげて、結果を比較し、テクストの中から何が取り出されるのか、文章

構成との関係で考察する。

4.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量的研究と質的研究の接続

本論文では、量的手法を質的研究に活かす内容分析で実績をあげて

きた樋口耕一(2020)の開発した「KH Coder」を最初に取り上げて、応用

の可能性を探ってみたい。「KH Coder」は樋口耕一により開発された、R

など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で常用さ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をメニュー

形式で操作して、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できるプログラムで、日本語、英

語、中国語、韓国語等13カ国語を処理できる。Rなどテキスト・マイニン

グに使われるプログラミング言語は、プログラミングを全部自分で書く必

要があるが、同じ操作を「KH Coder」ででき、また必要な前処理(資料を

句切って、分析できるようにする処理)も行えるので、非常に優れた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ツールである。学習者に操作を教えれば、自分で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人文社会系の学生にAI技術の

教育をする場合、自然言語処理の応用例を示すことができ、具体的用途

を簡単に教示できる18。以下に、文章の基本的類型に応じて読解に応用

する例を示す19。

4.1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論説文・評論文の比較分析

最初の分析は、最近、世界的問題になってい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流

行についての話題を取り上げ、文章量がほぼ同じになるように朝日新聞

と読売新聞の社説記事を使用した20。

まず、「KH Coder」では、前処理によって簡単に資料を分析単位であ

る単語に分割でき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名詞、動詞、形容詞などがどのぐら

い出ているか、迅速に算出できる。その結果を図4の頻度順リストに示

した。頻度順を見ると、記事の中でどのキーワードが重要かを比較し、推

測できる。共通している語彙は両方で同じ様な話題が出ている点を示

し、それぞれに特有な語彙はその記事でのみ取り上げている話題を示

している。朝日新聞では「入国8」「外国7」「国際4」などが特異で、読売

新聞の場合は「高齢10」「労働10」「派遣8」等が特異な語になる。ここか

ら推測すれば、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影響を朝日新聞は海外と日本との

関係で主に報道し、読売新聞は国内の高齢者や労働者の問題として捉

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浮かんでくる。こうした形で、二つの資料での内容

の差を推測できる。今まで、社会科学分野で主に応用されてき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は、大きな資料の中から特徴となる語を見つけ出すこと

を主眼に使われてきたが、人文系の場合、比較的限られた個々の資料

についてその内容的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のが基本であり、そうした分析

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が有効であるかどうかは、主な検討課題にはな

っ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今回、例に取り上げた少量の言語資料でも、キ

ーになる単語を容易に抽出できるので、自分で読解したり、手作業で分

析したりするのに比べて、はるかに迅速、容易に特徴となる部分を見出

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次に、その他の分析手法を見ていきたい。図5の使用単語の共起ネッ

トワーク分析は、共起関係の強い単語を近い距離に配置し、またクラス

ター分析を併用して、類別して相関性の強い語彙のまとまりを類別でき

るので、どのような内容がテキストによく書かれているかを容易に読み

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従来は、数値的に両者を比較して、類似度を検出す

る方法が計量言語学では用いられていたが、テクストの読み取りに重点

を置くと、出ている語のクラスター分類は、内容に含まれる各テーマを

示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読売新聞では、左側から「政府、会議、政策」（左

上）、「コロナ、影響」（左中）、「厚生労働省、ウイルス、資料」（左下）など

政府や政府機関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関係の対策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

プと、「全国、高齢、見守り」（上）、「体調、自粛、外出」（上）、「国民、感染」（

右中）、「派遣、雇用、社員」（右下）、「戸別、訪問」（下）など国民生活の問

題を論じたグループに分かれた。

一方、朝日新聞では「配慮、場合」（左上）、「入国、日本、外国（人）」（左

中）、「危機、気候、対策、地球」（上）、「新型、コロナ」（左下）、「国際、排出、

エネルギー」（下中）という日本と国際社会の関係を論じているグループ

と、「緊急、事態、宣言、回復」（下）、「経済、拡大、医療」（右下）等の緊急事

態宣言の国内的影響に関するテーマが抽出され、それぞれに含まれて

いる主な内容の差異が明確に浮かんでくる。

「KH Coder」では、各語をクリックすると資料での用例が表示できるの

で、原文での確認も容易にでき、用例の収集も簡単におこなえる。新聞記

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説文・評論文：

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では、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は、文章の基本的な話題を的確に取り出す、非常に有益なアドバイザー

の機能を果たし得ると言える。上級以上の日本語教育では、こうした論説

文や評論文、あるいは新聞記事を読解や会話授業で教材としているの

で、今までのように翻訳と教員の解説で終わるのではなく、学習者が自ら

読解に応用し、その結果を元に内容確認や調査、討論することが容易に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当然、日本語教育や日本語に関係した人文社会系の

研究でも資料の整理やデータのコーディングに応用が可能である。

4.2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応用可能性：物語文の分析

次に、基本的に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構成されている小説や物語の

文章を対象に、資料の読解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応用した結果を提

示する。ここでは、近代の小説として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

を取り上げて分析例を示す21。

先に見た新聞記事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

（論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と異な

り、小説のような文章の基本的類型（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時の経過に

従って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場合、テキスト・マイニ

ングの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いる。まず、図6のように「吹雪物語」「斜陽」

ともに上位の語には、登場者に関する固有名詞などと共に、反復される

動きとして「思う」「言う」「見る」「考える」などの一般的な動詞が出てくる。

つまり、単に使用語彙の頻度を出しただけでは、本当に意味のある語な

のかどうかは判定できない。

使用単語頻度順リスト下位でみると「斜陽」では、出現数は2回しかな

いが「行動」「合掌」「始末」「死骸」など、作品の潜在的テーマである「生」

と「死」に関わる関連語彙が見られ、上位語の「死ぬ」「生きる」と対照させ

て見ることができる。「吹雪物語」の場合、旅先での男女関係や生死の葛

藤がひとつの主題であるが、それは上位語の「知る」「考へる」という思想

的営為と「生活」との葛藤からくる懊悩と関係しており、中位語の「感情」「

自由」「宿命」「死」「情熱」は、作品中で語られるそれらの葛藤の具体的な

コンテキストを作っ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

物語では、むしろ作品の特徴を示すような語彙は、中位から下位の語

に多く出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言語の量的研究の側面から見ると、今まで

言語使用状況には、こうした表現ジャンルの相違による違いはないと考

えられていたが、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は、文章構成が異なれば、

そこに出ている語の作品中での機能や用法は大きく異なると判断してい

く必要が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つまり、語彙が使用されている文章構成

に関する質的判断をしなければ、要素に分解した量的尺度のみでの言

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には本質的制約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の結果が文章構成の基本的な相違に表れていることは、

量的方法のみでの言語研究や言語情報処理の限界を示すものとも言え

る。つまり、社会的ジャンルに応じて言語表現の構成や規則性は全く異な

っており、それが言語表現の各ジャンルでの表現として、質的特性、個性

をそれぞれ持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共起ネットワーク分析をしてみると、図7左上のように、ネットワ

ークとして出てくるの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人物とその動

きを示す語彙が中心で、主な登場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が、内容面

に踏み込んで考える場合には工夫が必要である。「吹雪物語」の場合は、

「自分」「思う」「言う」「卓一」「ユウコ」など登場人物に関するまとまり（左）

と、分散して「切ない」「悲しい」、「孤独」「不安」、「夢」「現実」、「生きる」「

死ぬ」（右上から右下）があり、人物の動きを描いている内容と、心情を描

いている内容に分かれ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右上の出現回数10回以上

の語彙で調べると、「卓一」「言う」「思う」および「フミコ」「サモン」という主

な登場者のまとまり（上）と、「教会」「ポプラ」「異人」、「村」「医者」等の各

部分の小話題で全部で37に分かれた。相互にそれほど関係のない小さ

な話題が隨所に出て、極めて分散的な文章構成で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が分

かる。

一方、「斜陽」の場合は、出現回数60回以上の上位語では「死ぬ、生き

る、思う、言う」（中央）に注目すると、それと関係の強いグループとして「

自分、人、美しい、子供」（右下）と自殺する「弟、酒、飲む」（下）があり、「死

ぬ、生きる、思う、言う」というテーマは「自分」と「弟」に関して特に強い関

係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これを取り巻く状況として、「お母様、直次、顔」（上）の家族が存在し、「

叔父、お金、生活」（左中）などの社会的問題の関係を中心に作品が構成

されている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さらに、出現回数10回以上の語で調べて

みると、図7右下のように28クラスターに分かれ、やはり相互に直接関係

のない語彙のネットワークが多数検出される。出現回数下位の語で実施

すると、「道徳、革命」、「蛇、卵」、「麻薬、中毒、小説」、「アパート、奥さん、画

家」、「手紙、書く、返事」、「編物、縁側」等、作品を構成している各挿話や

話題が取り出される。

新聞記事、社説のような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論

説文・評論文：話題を並列させて焦点を産み出す文章構成）の場合は、記

事を読んでいなくても、記事で書かれているテーマが語彙の分布から検

出できるので、要点を理解するのに大きな手掛かりになる。しかし、小説

のような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の基本的類型（物語文：時の経過に従って

登場者に起こった事件の話をする文章）で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使用す

る場合は、話し手の思いを述べる文章と異なり、分析者が事前に作品を

熟読している必要がある。分析者が作品を質的に読解していることで初

めで、どの語がどのような機能を作品中で果たしているかが特定しやす

く、また、自分で読んだときには気づかなかった語のネットワークが作品

を読み直す手掛かり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

対象とする文章の文章構成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る結果の意味が大きく異な

るので、分析者の質的分析との密接な関係で初めて意味を産み出せる

方法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R等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メニューで操作し、視覚的に結

果を出力できる「KH Coder」を使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行った結果

を示した。従来の計量的言語研究や社会学、心理学、経営学の分析でも

こうした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行われていたが、その目指す対象と目的

は、それぞれ異なっていた。今回は、日本語学、日本語教育研究での質的

研究に活かす目的で、質的なデータの読み取りを行う点に重点を置い

た。それぞれの文章の持つ意味のまとまった表現を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

の手法で取り出すことができ、研究はもちろん、教育現場でも読解のサポ

ートに使用できる。抽象的な通常は読解困難な思想、宗教、評論などの

文章でも、範囲を句切って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を実施すれば、同様に資

料の基本的なキーワードとそのまとまりが作る要点を抽出できるので、

研究においても教育においても、資料の読解には極めて有益なアドバイ

ス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人文系に広く応用できる可能性を持っていると

言えよう。

4.3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の可能性の探究

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は元々、中立的な技術であり、対象と目的に応じ

て、出てくる結果の読み取りを変えることで、今までそれを利用して来な

かった人文社会系の研究や教育に幅広く応用できる技術になっていると

考えられる。また、従来は語彙の統計的数値や数理的相関性でしか表示

できなかった結果を視覚的に表示する技術が発達したことで、意味的把

握による質的分析に応用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おり、資料の質的方法によ

る分析が基本になる人文系の研究や教育に活用しやすい環境も整って

きている。以下に、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関わってきた従来の分野と、新

しく応用を始める人文社会系の分野を比較して、整理した。

元々、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は1950年代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が実用化

され第一世代AIのプログラムが産まれたときからコーパス作成や電子的

データの解析などを行う計量言語学の分野が誕生し、その後、その手法

が社会科学の各分野での応用として拡がり、言語データの量的処理が進

んだ。しかし、1970年代から量的処理だけでは解明できない各種の問題

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で質的方法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以降は量的

研究と質的研究が対立的な立場でそれぞれの分野で行われるようにな

っている22。

今まで、いわゆる人文系と言われる語学、文学、歴史、思想など、各言

語資料の個々の特徴を捉え、意味的に内容を分析、整理し、資料との相

互作用的解釈を行ってきた分野は、量的方法とは関係づけが難しく、ま

た量的統計的処理しかできなかった第二世代までのAI技術をどう言語

データの分析に応用するか自体も大きな問題であった。しかし、第三世

代AIの技術革新で、次第にAIによる言語の意味的特徴を捉える技術、手

法が発達し、視覚的に結果を提示できるようになり、同時にAI自体が自

然言語学習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飛躍的に応用範囲と効果が拡

大し、従来の人文系研究との接続が可能になっている。どのように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などの量的分析方法を人文系の質的方法の利点として

活かすかは今後の大きな課題と言える。単純化して言えば、数値データ

の示す意味を元の資料に即して解釈するのは人間の質的活動であり、

まさに人文系の特徴となる研究方法そのものである。それは、日常の教

育内容にも同時に還元できる方法である。

5. おわりに

2010年代後半、AI技術の発達が注目を集め、AIの新しい時代が始ま

ると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てきたが、2019年になると壁とも言える様々な課

題が産まれ、宣伝された単純な成長曲線を想定することは困難になって

きている。また、メディアで宣伝されたように、すべての人間活動がAIで代

置できるようになる時代も仮想されていたが、喧伝された多くの技術のう

ち自然言語処理関係の技術も数々の難題にぶつかっている。AIバブルに

なる可能性も指摘され始めている23。だが、応用できるものは何かを明確

に見極めることで、技術変動に連動した今後の社会変動にも人文系の研

究の進路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24。自然言語処理に関して人文系の知

見を活かせる可能性は大きく、分野間の連繋を図っていくことで、新しい

可能性を展開できるであろう。自然言語処理との接続を考えたとき、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を人文系分野の自然言語処理への接続の入り口に利用

し、そこから可能性を広げていくのは、ひとつの容易な入り口になる。接

点が見つかることで、これからのAI時代に向けた人文系学科の対応の道

が開けるにちがいない。

参考文献

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８つの課題＆解決

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

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例とし

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

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

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

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事

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

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

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値

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

pp.47-59

樺島忠夫,寿岳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

岸本千秋（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

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本語研究』29、pp.71-99

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範例」

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

日閲覧）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

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

pp.135-140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

関係性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 -2、

pp.135-140

久保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

視点から」『日本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

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

ム論からみ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

21-3、pp.163-173

KHCoder  https://khcoder.net/

国際交流基金(2019)『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

(2020年7月21日閲覧)

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

サ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

36840（2020年6月12日閲覧）

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

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

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

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

人工知能学会「AI研究初学者と異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

瞰図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resource/

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における書

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

文集』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

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

本語学』和泉書院

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動分析」

『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 ダイジェ

スト』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

est/v16/n6/%E7%B5%B1%E8%A8%88%E7%9A%84

%E6%9C%89%E6%84%8F%E6%80%A7%E3%82%92

%E5%B7%A1%E3%82%8B%E9%87%8D%E8%A6%81

%E3%81%AA%E8%AB%96%E4%BA%89/98909(202

0年6月11日閲覧)

八田太一(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

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

pp.49-59

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み:『BCCWJ

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

育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 

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

析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

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と未来」『山口医学』61-1、

pp.11-16

福井美弥,阿部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

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

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大学紀要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

2020-02-28

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機統計学』9-1、

pp.65-74

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

pp.2-7

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

全性研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

wnload.php?id=166

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

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Life For Earth(2019)「AI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　第一

人者 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アップは要注

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

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場

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

年7月22日閲覧)

（注記）

本論文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

本)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

月20日の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か・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

教育学会共催「淡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での講演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

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科技部研究案：MOST 107-2410-H-032-030 

-MY2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062

Collaboration between AI an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iming for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テキスト・資料

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2020年06月0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html

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

朝日新聞「経済危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80841.html

読売新聞「コロナ禍の記録後世に伝える責務果たしたい」

2020/06/0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7-OYT1T50159/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

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参考文献

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８つの課題＆解決

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

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例とし

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

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

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

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事

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

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

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値

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

pp.47-59

樺島忠夫,寿岳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

岸本千秋（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

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本語研究』29、pp.71-99

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範例」

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

日閲覧）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

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

pp.135-140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

関係性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 -2、

pp.135-140

久保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

視点から」『日本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

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

ム論からみ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

21-3、pp.163-173

KHCoder  https://khcoder.net/

国際交流基金(2019)『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

(2020年7月21日閲覧)

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

サ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

36840（2020年6月12日閲覧）

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

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

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

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

人工知能学会「AI研究初学者と異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

瞰図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resource/

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における書

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

文集』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

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

本語学』和泉書院

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動分析」

『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 ダイジェ

スト』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

est/v16/n6/%E7%B5%B1%E8%A8%88%E7%9A%84

%E6%9C%89%E6%84%8F%E6%80%A7%E3%82%92

%E5%B7%A1%E3%82%8B%E9%87%8D%E8%A6%81

%E3%81%AA%E8%AB%96%E4%BA%89/98909(202

0年6月11日閲覧)

八田太一(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

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

pp.49-59

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み:『BCCWJ

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

育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 

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

析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

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と未来」『山口医学』61-1、

pp.11-16

福井美弥,阿部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

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

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大学紀要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

2020-02-28

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機統計学』9-1、

pp.65-74

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

pp.2-7

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

全性研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

wnload.php?id=166

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

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Life For Earth(2019)「AI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　第一

人者 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アップは要注

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

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場

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

年7月22日閲覧)

（注記）

本論文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

本)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

月20日の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か・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

教育学会共催「淡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での講演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

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科技部研究案：MOST 107-2410-H-032-030 

-MY2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063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テキスト・資料

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2020年06月0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html

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

朝日新聞「経済危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80841.html

読売新聞「コロナ禍の記録後世に伝える責務果たしたい」

2020/06/0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7-OYT1T50159/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

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参考文献

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８つの課題＆解決

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

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例とし

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

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

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

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事

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

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

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値

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

pp.47-59

樺島忠夫,寿岳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

岸本千秋（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

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本語研究』29、pp.71-99

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範例」

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

日閲覧）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

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

pp.135-140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

関係性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 -2、

pp.135-140

久保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

視点から」『日本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

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

ム論からみ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

21-3、pp.163-173

KHCoder  https://khcoder.net/

国際交流基金(2019)『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

(2020年7月21日閲覧)

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

サ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

36840（2020年6月12日閲覧）

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

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

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

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

人工知能学会「AI研究初学者と異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

瞰図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resource/

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における書

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

文集』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

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

本語学』和泉書院

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動分析」

『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 ダイジェ

スト』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

est/v16/n6/%E7%B5%B1%E8%A8%88%E7%9A%84

%E6%9C%89%E6%84%8F%E6%80%A7%E3%82%92

%E5%B7%A1%E3%82%8B%E9%87%8D%E8%A6%81

%E3%81%AA%E8%AB%96%E4%BA%89/98909(202

0年6月11日閲覧)

八田太一(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

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

pp.49-59

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み:『BCCWJ

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

育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 

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

析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

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と未来」『山口医学』61-1、

pp.11-16

福井美弥,阿部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

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

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大学紀要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

2020-02-28

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機統計学』9-1、

pp.65-74

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

pp.2-7

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

全性研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

wnload.php?id=166

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

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Life For Earth(2019)「AI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　第一

人者 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アップは要注

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

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場

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

年7月22日閲覧)

（注記）

本論文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

本)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

月20日の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か・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

教育学会共催「淡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での講演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

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科技部研究案：MOST 107-2410-H-032-030 

-MY2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064

Collaboration between AI an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iming for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テキスト・資料

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2020年06月0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html

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

朝日新聞「経済危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80841.html

読売新聞「コロナ禍の記録後世に伝える責務果たしたい」

2020/06/0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7-OYT1T50159/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

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参考文献

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８つの課題＆解決

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

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例とし

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

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

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

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事

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

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

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値

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

pp.47-59

樺島忠夫,寿岳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

岸本千秋（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

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本語研究』29、pp.71-99

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範例」

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

日閲覧）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

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

pp.135-140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

関係性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 -2、

pp.135-140

久保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

視点から」『日本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

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

ム論からみ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

21-3、pp.163-173

KHCoder  https://khcoder.net/

国際交流基金(2019)『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

(2020年7月21日閲覧)

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

サ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

36840（2020年6月12日閲覧）

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

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

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

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

人工知能学会「AI研究初学者と異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

瞰図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resource/

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における書

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

文集』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

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

本語学』和泉書院

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動分析」

『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 ダイジェ

スト』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

est/v16/n6/%E7%B5%B1%E8%A8%88%E7%9A%84

%E6%9C%89%E6%84%8F%E6%80%A7%E3%82%92

%E5%B7%A1%E3%82%8B%E9%87%8D%E8%A6%81

%E3%81%AA%E8%AB%96%E4%BA%89/98909(202

0年6月11日閲覧)

八田太一(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

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

pp.49-59

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み:『BCCWJ

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

育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 

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

析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

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と未来」『山口医学』61-1、

pp.11-16

福井美弥,阿部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

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

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大学紀要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

2020-02-28

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機統計学』9-1、

pp.65-74

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

pp.2-7

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

全性研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

wnload.php?id=166

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

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Life For Earth(2019)「AI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　第一

人者 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アップは要注

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

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場

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

年7月22日閲覧)

（注記）

本論文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

本)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

月20日の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か・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

教育学会共催「淡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での講演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

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科技部研究案：MOST 107-2410-H-032-030 

-MY2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065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テキスト・資料

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2020年06月0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html

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

朝日新聞「経済危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80841.html

読売新聞「コロナ禍の記録後世に伝える責務果たしたい」

2020/06/0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7-OYT1T50159/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

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参考文献

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８つの課題＆解決

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

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例とし

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

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

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

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事

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

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

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値

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

pp.47-59

樺島忠夫,寿岳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

岸本千秋（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

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本語研究』29、pp.71-99

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範例」

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

日閲覧）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

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

pp.135-140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

関係性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 -2、

pp.135-140

久保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

視点から」『日本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

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

ム論からみ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

21-3、pp.163-173

KHCoder  https://khcoder.net/

国際交流基金(2019)『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

(2020年7月21日閲覧)

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

サ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

36840（2020年6月12日閲覧）

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

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

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

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

人工知能学会「AI研究初学者と異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

瞰図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resource/

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における書

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

文集』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

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

本語学』和泉書院

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動分析」

『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 ダイジェ

スト』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

est/v16/n6/%E7%B5%B1%E8%A8%88%E7%9A%84

%E6%9C%89%E6%84%8F%E6%80%A7%E3%82%92

%E5%B7%A1%E3%82%8B%E9%87%8D%E8%A6%81

%E3%81%AA%E8%AB%96%E4%BA%89/98909(202

0年6月11日閲覧)

八田太一(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

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

pp.49-59

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み:『BCCWJ

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

育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 

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

析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

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と未来」『山口医学』61-1、

pp.11-16

福井美弥,阿部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

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

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大学紀要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

2020-02-28

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機統計学』9-1、

pp.65-74

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

pp.2-7

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

全性研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

wnload.php?id=166

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

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Life For Earth(2019)「AI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　第一

人者 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アップは要注

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

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場

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

年7月22日閲覧)

（注記）

本論文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

本)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

月20日の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か・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

教育学会共催「淡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での講演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

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科技部研究案：MOST 107-2410-H-032-030 

-MY2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066

Collaboration between AI and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iming for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テキスト・資料

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2020年06月0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html

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

朝日新聞「経済危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80841.html

読売新聞「コロナ禍の記録後世に伝える責務果たしたい」

2020/06/0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7-OYT1T50159/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

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参考文献

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８つの課題＆解決

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

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例とし

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

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

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

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事

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

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

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値

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

pp.47-59

樺島忠夫,寿岳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

岸本千秋（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

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本語研究』29、pp.71-99

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範例」

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

日閲覧）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

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

pp.135-140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

関係性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 -2、

pp.135-140

久保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

視点から」『日本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

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

ム論からみ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

21-3、pp.163-173

KHCoder  https://khcoder.net/

国際交流基金(2019)『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

(2020年7月21日閲覧)

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

サ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

36840（2020年6月12日閲覧）

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

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

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

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

人工知能学会「AI研究初学者と異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

瞰図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resource/

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における書

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

文集』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

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

本語学』和泉書院

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動分析」

『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 ダイジェ

スト』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

est/v16/n6/%E7%B5%B1%E8%A8%88%E7%9A%84

%E6%9C%89%E6%84%8F%E6%80%A7%E3%82%92

%E5%B7%A1%E3%82%8B%E9%87%8D%E8%A6%81

%E3%81%AA%E8%AB%96%E4%BA%89/98909(202

0年6月11日閲覧)

八田太一(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

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

pp.49-59

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み:『BCCWJ

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

育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 

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

析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

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と未来」『山口医学』61-1、

pp.11-16

福井美弥,阿部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

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

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大学紀要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

2020-02-28

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機統計学』9-1、

pp.65-74

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

pp.2-7

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

全性研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

wnload.php?id=166

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

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Life For Earth(2019)「AI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　第一

人者 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アップは要注

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

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場

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

年7月22日閲覧)

（注記）

本論文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

本)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

月20日の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か・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

教育学会共催「淡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での講演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

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科技部研究案：MOST 107-2410-H-032-030 

-MY2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067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テキスト・資料

朝日新聞「コロナ水際対策「外国人」差別の理不尽」2020年06月0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504839.html

朝日新聞「経済の再建気候危機回避も念頭に」2020年05月11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70793.html

朝日新聞「経済危機対応感染抑止との両輪で」2020年05月17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4480841.html

読売新聞「コロナ禍の記録後世に伝える責務果たしたい」

2020/06/08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7-OYT1T50159/

読売新聞「高齢者の見守りコロナ禍での孤立防ぐ工夫を」

2020/06/07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

200606-OYT1T50273/

読売新聞「コロナと雇用派遣切りの急増を回避せよ」2020/06/10

https://www.yomiuri.co.jp/editorial/20200609-OYT

1T50212/。

坂口安吾「吹雪物語」、大宰治「斜陽」は青空文庫のデータを使用。

参考文献

SPJ(2020)「自然言語処理（NLP）とは？具体例と８つの課題＆解決

策」https://spjai.com/nlp/（2020年7月23日閲覧）

小田切康彦(2016)「地方議会における協働言説:関西地方を例とし

て(20周年記念特集号)」『同志社政策科学研究=Doshisha

policy and managemant review (特集号)』pp.45-57

落合由治(2007)『日本語の文章構成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テクス

ト論と結合して』致良出版

加藤隆雄,木村祐子(2020)「医療化はいかに物語られたか:少年事

件報道記事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分析」『アカデミ

ア.人文・自然科学編 = Academia.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19、pp.19-30

金森剛(2014)「SNS発言の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によるブランド価値

の分析:心理的参加と行動的参加」『人間社会研究11、

pp.47-59

樺島忠夫,寿岳章子(1965)『文体の科学』綜芸舎

岸本千秋（2017）「ウェブログの計量的文体研究:文とウェブ記号の

関係を中心に」『阪大日本語研究』29、pp.71-99

教育大市集(2020)「和AI做朋友-人工智慧中小學教學示範例」

https://market.cloud.edu.tw/list/ai.jsp（2020年7月22

日閲覧）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0)「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文学の

語彙構成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2、

pp.135-140

工藤彰,村井源,徃住彰(2011)「文計量分析による村上春樹長篇の

関係性と歴史的変遷」『情報知識学会誌』20 -2、

pp.135-140

久保田賢一(1995)「教授・学習理論の哲学的前提 : パラダイム論の

視点から」『日本教育工学雑誌』18-3_4、pp.219-231

久保田賢一(1997)「質的研究の評価基準に関する一考察:パラダイ

ム論からみた研究評価の視点」『日本教育工学雑誌』

21-3、pp.163-173

KHCoder  https://khcoder.net/

国際交流基金(2019)『2018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速報値』

https://www.jpf.go.jp/j/about/press/2019/029.html

(2020年7月21日閲覧)

国立国会図書館(2018)「AIを利用して論文の要約を自動生成する

サービス“Paper Digest”がDigital Science社の“Catalyst 

Grant Award”を受賞」 https://current.ndl.go.jp/node/

36840（2020年6月12日閲覧）

小宮山利恵子(2018)「諸外国におけるAIを用いた教育の現在と課

題」『コンピュータ＆エデュケーション』45 pp.17-22

志賀文哉(2018)「混合研究法の可能性:量・質のアプローチと方法

選択」『とやま発達福祉学年報』9、pp3-7

人工知能学会「AI研究初学者と異分野研究者のためのAI研究の俯

瞰図AIマップ」https://www.ai-gakkai.or.jp/resource/

aimap/（2020年7月22日閲覧）

外村耀平,砂山渡,畑中裕司,小郷原一智文(2017)「文章における書

き方の特徴の抽出と理解」『人工知能学会全国大会論

文集』JSAI2017(0),2M3OS34b1-2M3OS34b1

永尾章曹(1992)「第4章日本語の文法について」永尾章曹編著『日

本語学』和泉書院

二宮隆次,小野浩幸,野田博行(2017)「新聞記事を基にしたテキス

トマイニング手法による年代別の産学官連携活動分析」

『科学・技術研究』6-2、pp.125-130

Nature(2019)「統計的有意性を巡る重要な論争」『Nature ダイジェ

スト』Vol.16-6 https://www.natureasia.com/ja-jp/ndig

est/v16/n6/%E7%B5%B1%E8%A8%88%E7%9A%84

%E6%9C%89%E6%84%8F%E6%80%A7%E3%82%92

%E5%B7%A1%E3%82%8B%E9%87%8D%E8%A6%81

%E3%81%AA%E8%AB%96%E4%BA%89/98909(202

0年6月11日閲覧)

八田太一(2019)「混合研究法の基本型デザインと統合:初学者が

陥りやすい落とし穴」『立命館人間科学研究』39、

pp.49-59

馬場俊臣(2018)「接続詞の文体差の計量的分析の試み:『BCCWJ

図書館サブコーパスの文体情報』を用いて」『北海道教

育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9-1、pp.1-14 

樋口耕一(2020)『社会調査のための計量テキスト分析──内容分

析の継承と発展をめざして　第2版』ナカニシヤ出版

廣瀬春次(2012)「混合研究法の現在と未来」『山口医学』61-1、

pp.11-16

福井美弥,阿部浩和(2015)「異なる文体における共起ネットワーク

図の図的解釈」『電子情報通信学会技術研究報告=

IEICE technical report : 信学技報』114-444、pp.23-28

堀口真宏(2020)「災害支援者SCTにおけるイメージの検討 : テキ

ストマイニング分析を用いて」『東洋学園大学紀要

=Bulletin of Toyo Gakuen University』28、pp.1-20,

2020-02-28

村上征勝(1997)「計量文献学の歴史と課題」『計算機統計学』9-1、

pp.65-74

山内長承(2017)『Pythonによるテキストマイニング入門』オーム社

pp.2-7

山田雅之(2019)「最近のP値をめぐる話題のまとめ」第2期医薬安

全性研究会https://biostat.jp/archive_teireikai_2_do

wnload.php?id=166

山田斗志希,上山(2019)「悪役の構造についての研究」『富山大学

人間発達科学部紀要』13-2、pp.285-295

Life For Earth(2019)「AIバブル：「日本の社長にお手あげ　第一

人者 松尾豊氏の警告」に同感。AIスタートアップは要注

意の時期。」http://lifeforearth.com/?p=6625

李在鎬(2017)『文章を科学する』ひつじ書房

Ledge.ai(2020)「AI市場は2023年に640億円へ──ITRの市場

予測」https://ledge.ai/itr-ai-market-forecast/(2020

年7月22日閲覧)

（注記）

本論文は、2019年12月の韓国日本語教育学会・協働実践研究会(日

本)共催「2019年度冬季國際學術大會（第36回）」での講演と2020年6

月20日の淡江大学日本語文学か・村上春樹研究センター・台湾日本語

教育学会共催「淡江大学設立70周年記念行事シリーズ活動「AIと日本語

教育との協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での講演内容を基に、加筆・訂正をお

こなったものである。科技部研究案：MOST 107-2410-H-032-030

-MY2の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有關「新冠肺炎(corona)」的新語

王敏東* 郭威廷**

中文摘要

本文討論有關「新冠肺炎(corona)」的新語。武漢起源的新冠肺

炎於2020年蔓延至包含臺灣、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地，給人們的生活帶

來莫大的影響，由於其蔓延速度極快，造成在短時間內出現了不只一

種表達這個病名的日文稱呼，主要可分為冠上地名的「武漢肺炎」、

「武漢病毒」，漢語「新型肺炎」，及包含外來語要素「korona」的

表現。

本文主要從網路新聞及日本兩大報紙中蒐得802個新語，討論這

些新語的生成過程中此三系列語詞的使用狀況。由新語的造語力、使

用數量、新語領域的考察得知，語形最短的「korona」在合成語中的

位置最自由，形成最多的新語；包含「korona」的新語涵蓋科技、政

治、商業、國際關係、社會、生活等領域，範圍最廣。

日語教育上，除4技能及文學等的學習外，宜培養了解日本(甚至

全球)各層面的人材，建議可在譬如「新聞日語」或「日本事情」等

課程中導入本研究的成果。

關鍵字：新冠肺炎、新語、語種、地名、造語力、領域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外科/國軍臺中總醫院外科  醫師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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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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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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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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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本稿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武漢が起源と
された新型肺炎は2020年に台湾、日本を含む世界各地に蔓延し、人々
の生活に大きな変化をもたらした。その病気を表すのに複数の呼称が
現われた。そのような呼称は主に、地名を含む「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地名を含まない漢語の「新型肺炎」、そして、外来語「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表現に分けられる。

本稿ではこれらの病名を含む新語802語の生成の過程で、地名が含
まれる病名、漢語、そして、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語）、の競合の状況に
ついて検討した。主に新語生成力、使用数量と新語のジャンルから探究
したところ、語形が最も短い「コロナ」が、合成語における位置が最も自
由で、最も多くの新語が造られた、という結果を得た。また、「コロナ」系の
新語は「サイエンス＆テクノロジー」をはじめとし、「政治」、「ビジネス」、「
国際関係」、「社会」、「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最も多くのジャンルに進出し
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も分かった。

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4技能や文学の学習のみならず、日本、さらには
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材を養成するのに、たとえ
ば「新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に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れば幸
い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コロナ、新語、語種、地名、造語力、ジャンル

「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
王敏東* 郭威廷**

要旨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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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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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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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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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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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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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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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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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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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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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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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1 ネットニュースで見られ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を表す呼称、
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

「武漢肺炎」・「武
漢ウイルス」系

「新型肺炎」系 「コロナ」系

語例(異なり語
数)

「武漢肺炎」、「
武漢肺炎ウイル
ス完全防御マス
ク」、武漢肺炎危
機、など(4語)

新型肺炎、新型
肺炎感染、新型
肺炎完治者、新
型肺炎対応、新
型肺炎長期化、
など(45語)

新型コロナウイ
ルス対策、新型
コロナ便乗、新
型コロナ終息後、
コロナ危機下、
コロナ不況、など
(117語)

メディア(異なり
数)

現代ビジネス、
テレビ 朝 日 系
(ANN)など(4)

ニューズウィー
ク日本版、ロイタ
ー、WoW!Korea
など(19)

産経新聞、時事
通信、週刊SPA!、
東洋経済オンラ
インなど(64)

ニュースの母数 2020 .1 . 24～
2020.3.30の73
件

2020 .3 . 10～
2 0 2 0 . 4 . 5 の
1000件30

2 0 2 0 . 4 . 4 ～
2 0 2 0 . 4 . 5 の
1000件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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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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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2 新聞で見られ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
らによる合成語（異なり数）

「武漢肺炎」・「武
漢ウイルス」系

「新型肺炎」系 「コロナ」系

(2020.3.26)「武
漢ウイルス」（1語）

(2020 . 1 . 16～
2020.3.7)新型肺
炎、新型肺炎影響
試算、新型肺炎懸
念、新型肺炎サイ
ト、など(32語)

( 2 0 2 0 . 1 . 9 ～
2020.4.30)新型
コロナ起因、コロ
ナ救済基金、新型
コロナウイルス感
染拡大防止、など
(210語)

( 2 0 2 0 . 1 . 9 ～
2020.3.27)武漢
肺炎、「武漢ウイ
ルス」（2語）

(2020 . 1 . 17～
2020.3.4)新型肺
炎、新型肺炎想
定、新型肺炎相
談窓口、新型肺
炎デマ、など(67
語)

( 2 0 2 0 . 1 . 9 ～
2020.4. 30)コロ
ナ、コロナウイル
ス分離、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名目、
コロナ苦境、など
(430語)

読売新聞

朝日新聞

20 1 9 . 1 1 . 1～
2020.4.30の27
件

2 0 1 9 . 1 1 . 1～
2 0 2 0 . 4 . 3 0の
4134件

2 0 1 9 . 1 1 . 1～
2 0 2 0 . 4 . 3 0の
28959件

記事の母数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083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3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が
新聞で用いられた時期

0 0 0 0 0 0

新聞
表記

時期

読売新聞 朝日新聞
武漢肺炎 新型肺炎 コロナ 武漢肺炎 新型肺炎 コロナ

2019.11.1-2019.11.9
0 0 0 0 0 02019.11.10-2019.11.19
0 0 0 0 0 02019.11.20-2019.11.30
0 0 0 0 0 02019.12.1-2019.12.9
0 0 0 0 0 02019.12.10-2019.12.19
0 0 0 0 0 02019.12.20-2019.12.31
0 0 2 1 0 12020.1.1-2020.1.9
0 16 3 0 3 42020.1.10-2020.1.19
0 239 1 0 215 192020.1.20-2020.1.31
0 237 0 0 258 482020.2.1-2020.2.9
0 300 3 0 280 682020.2.10-2020.2.19
0 516 4 0 658 2232020.2.20-2020.2.29
0 461 95 0 339 7732020.3.1-2020.3.9
0 0 589 0 5 11222020.3.10-2020.3.19
0 0 598 0 1 11272020.3.20-2020.3.31
0 0 569 0 0 15092020.4.1-2020.4.9
0 0 551 0 1 18752020.4.10-2020.4.19
0 0 521 0 0 1864
0計 1769 2936 1 1760 8633

2020.4.20-2020.4.30

＊数字は記事の延べ数。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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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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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4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
「コロナ」系の語（異なり数）

「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系

「新型肺炎」系 「コロナ」系

(2020.1.9～2020.4.20)
武漢肺炎、武漢肺炎危
機、武漢肺炎ウイルス
完全防御マスク、「武
漢ウイルス」、(4語)33

(2020.1.16～2020.3.7)
新型肺炎ウイルス、新
型肺炎不安、新型肺炎
事態、新型肺炎対策プ
ラン、など(112語)

(2020.1.9～2020.4.30)
企業向けコロナ対策
セミナー、コロナ感染
偽り、コロナ自粛、新型
コロナウイルス検出、
新型コロナ終息願い、
など(689語)

計802語34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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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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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表5 病名「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
語学的な情報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 「新型肺炎」 「コロナ」
「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

ス」
「新型肺炎」 「コロナ」

地名＋漢語「肺
炎」

地名＋外来語語種

品詞
音節数 7

名詞＋名詞
7

名詞＋名詞
8

名詞
3

漢語「新型」＋
漢語「肺炎」

外来語「コロナ
ウイルス」の略

名詞＋名詞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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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087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台湾科技大学応用外国語学科・国防医学大学通識教育センター　教授
**国防医学大学・三軍総医院外科・国軍台中総医院外科　医師

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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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 「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の分類

「武漢肺炎」・「武
漢ウイルス」

(n=4)

「新型肺炎」系
(n=112)

「コロナ」系
(n=689)

ビジネス なし 新型肺炎企業対
応、など(8.0%)

新型コロナ関連
倒産、コロナ不
況、など(10.9%)

インフォメーショ
ンテクノロジー

なし 新型肺炎サイト、
など(4.5%)

コロナ感染追跡
アプリ、コロナ解
説ツイート、など
(1.7%)

国際関係 なし 新型肺炎水際対
策、など(7.1%)

コロナ３０日停
戦、海外コロナ支
援、など(2.0%)

政治 なし 新型肺炎緊急対
策、など(17.9%)

新型コロナ改正
特措法成立、コ
ロナ対策焦点、
など(20.8%)

社会 武漢肺炎危機、
(25%)

新 型 肺 炎 相 談
所、など(15.2%)

コロナ詐欺、コロ
ナ 差 別 、な ど
(19.7%)

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

武漢肺炎ウイル
ス完全防御マス
ク、など(75%)

新型肺炎ワクチ
ン 開 発 、な ど
(36.6%)

新型コロナウイ
ルス治療薬特許
、コロナ遺伝子解
析、など(21.3%)

ライフスタイル なし 新型肺炎受験対
応、など(10.7%)

コロナウイルス
騒動、コロナ籠
り、など(22.4%)

カルチャー＆エ
ンタテインメント

なし なし 対コロナ妖怪「ア
マビエ」、新型コ
ロナ特番、など
(1.0%)

スポーツ なし なし 新型コロナ受け
無 観 客 試 合 、
(0.1%)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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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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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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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1.7「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性肺炎、中国・武漢で感染者続出新型ウイルス
か」（https://www.cnn.co.jp/world/35147669.html）（2020.4.18検索）

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という9
つのジャンルとなっている。

7米川（1992：55）。
8『デジタル大辞泉』、『日本大百科全書』「インフルエンザ」の項目に、「流行性感
冒」は「以前」「かつて」の言い方だとされている。（https://kotobank.jp/word/%
E3%82%A4%E3%83%B3%E3%83%95%E3%83%AB%E3%82%A8%E3%83%B
3%E3%82%B6-33245）（2020.4.16検索）。

9たとえば、盧（2020.3.23）、（2020.3.27）「米「武漢ウイルス」呼称譲らず？米紙
報道G7共同声明合意できず」『朝日新聞』、謝（2020.4.3）、（2020.4.15）「因武
漢人不悅 釋昭慧：停用武漢肺炎」『三立新聞網』、など。

102003年5月27日『聯合報』「趙建銘稱SARS是「中國肺炎」台大醫師：疾病以地
名或國名來命名是傳統 如日本腦炎、德國麻疹」。

11https://kotobank.jp/word/%E6%97%A5%E6%9C%AC%E8%84%B3%E7%82
%8E-110247（2020.4.16検索）

12『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知恵蔵』https://kotobank.jp/word/%E6%B0
%B4%E4%BF%A3%E7%97%85-139115（2020.4.16検索）

132003年4月29日『聯合報』「民間團體籲總統頒布緊急命令將對抗SARS視為戰
爭要求由中央指揮 並成立南部隔離區」、2006年6月22日『自由電子報』「趙建
銘、黃循武、陳錦國」など。

14たとえば2003年04月30日『朝日新聞』「SARSの名称、『中国肺炎』に台湾の

蔡氏（ことば・ワールド)」、2003年6月3日『読売新聞』「改称台湾「SARSを中国
肺炎に」で議論／中時晩報」などがある。

15『大辞林　第三版』（https://kotobank.jp/word/%E3%82%B9%E3%83%9A%E
3%82%A4%E3%83%B3%E9%A2%A8%E9%82%AA-155108）（2020.4.16検
索）。しかし、実際の発生地はスペインでないという説もある（アルフレッド.W.ク
ロスビー (Crosby, A.W.) 著；西村訳・解説 (2004(2009 新装第一版)、王・許（
2012））。

161987臺八版『增修 辭源』。
17『精選版　日本国語大辞典』（https://kotobank.jp/word/%E8%92%99%E5%
8F%A4%E7%97%87-142082）（2020.4.16検索）

181987年5月27日『中央日報』「為蒙古症正名」。
19『日本大百科全書』（https://kotobank.jp/word/%E9%A2%A8%E7%96%B9-1
22964）（2020.4.16検索）

20他に地名が入った病名でないが、「痴呆」が「認知症」に変えられた例もある
（王・蔡・許（2011））。

21ヨミダス歴史館を使用。
22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文蔵Ⅱを使用。
23臨時一語も含める。臨時一語の認定基準は石井（2007：251-253）における、1.
複数の単語が臨時的に結びついたもの、2.複合語、3.もとの単語列に復元する
ことができるもの、にしたがう。

24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64708_00001.
html（2020.5.26検索）。

25『知恵蔵mini』。2020年2月13日にアップデータと示されている。
262019.11.1～2020.4.30のメディアのニュース・記事のトピック。詳細は後述す
る。

272020.4.19「新型コロナ県感染情報ウェブ公開二次利用可患者属性、検査日
など＝福井」という記事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アドレスに含まれているのみである。

282020.3.24「東京五輪、1年程度延期で一致感染拡大、開催時期は今後協議」
共同通信社（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324-00000201-ky
odonews-spo）（2020.3.24検索）

292020.4.6「「緊急事態宣言」8日午前0時効力発生へ首相、記者会見で説明へ　
新型コロナ」（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00406/k00/00m/040/1950
00c）『毎日新聞』（2020.4.21検索）

30YAHOO!JAPANニュースサイトでは一遍に最高1000件のニュースしか見られ
ない。

31感染症に命名する際、風評被害を避けるために特定の地域を含めないことと
する、という指針が2015年にWHOによっ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知恵蔵mini』）。

32この病気の実際の発生時期にはいろいろな説があるが、マスコミに披露され
一般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2019年の年末のため、本稿では2019年最
後の2カ月を目安とし、用例採取の時間を2019年11月からにした。

33他に「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の最高幹部、新型コロナ発生源の臆測を強く否定」
（2020.4.20『Bloomberg』）、「米で武漢ウイルス研究所流出説」（2020.4.19『
Japan In-depth』）などのネットニュースのトピックに「武漢ウイルス」が使われ
ているが、病名でなく、武漢にあるウイルス研究所（正式な中国語名は「中国科
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の機構名なので、本稿の検討範囲内から除外する。

34「新型肺炎コロナウイルス」のような、「新型肺炎」と「コロナ」のいずれも含まれ
る語が3語ある。

352020.3.6職場で急増するコロハラ「咳をしたから謝罪しろ」「コロナだろ、会社
くるな」『弁護士ドットコム』。「ハラスメント」について王（2018）が詳しい。 36「コロナDV」（2020.4.26『現代ビジネス』）のようなアルファベットも含む。

372020.4.25「【小島慶子】今だから子どもに伝えたい「アフターコロナを生きる
ために大事なこと」」『webマガジン mi-mollet』、2020.4.27「アフターコロナで
「日本が一人勝ち」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はなぜか」『プレジデントオンライン』、
2020.4.29「Twitter社長に聞く「“アフターコロナ時代”に働き方はどう変わる
と思いますか？」」『文春オンライン』など。

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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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いずれも新聞などのメディアからとった語例で、詳細は後述する。また、「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太り」は『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にノミネートされた（
2020.6.24「『新型コロナ流行語大賞』1000人が選んだ1位はアベノマスクか“
百合子語録”か!?」『週刊女性PRIME』）。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審査委員にご教示を
いただいた。 3石野（1992：42）。

4（2020.3.24）「「オーバーシュート」「クラスター」河野防衛相「日本語で言えばよ
い」」『TBS NEWS』、中沢（2020.3.30）など。

5日向（1992：35）では漢語の造語力について述べられた意見だが、筆者は漢語
のみならず、外来語の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も適用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る。

6ジャパンナレッジ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新語探検」というコーパスによる分類で、ビ
ジ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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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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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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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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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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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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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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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はじめ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を中心に、風邪、インフルエンザに似ており、肺

などの損傷を起こし、場合によっては死に至る呼吸器感染症が発生し

た。猛威をふるう病気なので、発祥地とされた中国武漢が1月23日にロ

ックダウンされた。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感染症はほどなく、アジア、

ヨーロッパ、アメリカなどほぼ全世界に広まった。「原因不明のウイルス

性肺炎」と称された1ように、この病気を指すのに最初は決まった呼称は

なかった。武漢が最初の発生地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武漢肺炎」、「武漢ウ

イルス」、新しい肺炎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肺炎」、病原が今まで知られ

ていない新しいコロナウイルスであることによ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と、概ね3種類の呼称が現れた。さらに、この病気が爆発的に世

界に流行したせいで、台湾、日本を含め、多くの国や地域で学校や企業

が休みになったばかりでなく、政治、経済、スポーツ、娯楽、家庭生活な

ど、人類すべての面に影響を与え、「新型コロナ緊急事態宣言」、「新型

肺炎経済対策」、「武漢肺炎危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休館」、「コロナ

離婚」、「コロナ疲れ」、「コロナ太り」、「“withコロナ”時代」2など、たくさん

の分野で数多くの新語も生まれた。これらの新語はこの時期の日本社

会を反映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

本来なら、日本語教育において、医学にかかわる言葉はめったに取り

上げられることはない。しかし、前述したように、この病気が影響を及ぼ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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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囲は広く、2020年2月以来、クルーズ客船ダイヤモンド・プリンセスを

巡る日本の対応、2020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延期、芸能人志村けんの病

死、などのニュース・記事は日本・台湾ともにほとんど毎日のように報道

されている。日本、さらには世界におけるいろいろな分野のことを知る人

材を養成するならば、この病気を表す言葉、そしてその病名を巡る新語

を知ることは1つのルートだ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ことを踏まえて、本稿では日本語教育の場で新語の発生から

定着に向かう過程を観察するのにふさわしいモデルになると考え、「コ

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2. 先行研究

前節にも提示したように、本稿で検討するテーマは新語の生成と、同義

語の競合、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とかかわっているため、以下、これらの要

素に触れながら、先行研究を紹介する。

まず、語種と造語力との関係について、石野（1992：43）では「以前は、

漢語と比較して外来語には造語力がないとよく言われた」と指摘されて

いるが、米川（1992：53）では「外来語の造語力は漢語ほどではないにし

ても強い」と主張されている。石野（1992：44）で「現在、漢語に代わって

外来語が造語の主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ま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とくに、「日本

人の外来語好きには昔から定評がある」3ことと相まって外来語の造語力

は無視できない、という。一方、外来語が氾濫しているという声もよく耳に

する。とくに新しい物事や概念を表す場合、カタカナなどで安易に訳され

る傾向が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外来語の使用は必ずしも一般に歓迎さ

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それに対して、国立国語研究所（2007五版）「分かり

やすく伝える 外来語 言い換え」という案があった。今回の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流行についても、関連表現を外来語で表現するか否かについて議論

があった4。

また、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にあたっては、語の多寡の他、構成された語の

語構造も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5。

新語の定着に関する論考として、王（2013）、王・黎（2014）があげられ

る。王（2013）、王・黎（2014）は、2008年に生まれた、9ジャンル6の新語

690語について、新聞での使用状況および辞書への収録状況を分析し、

ビジネスに関する新語が他のジャンルの新語と比べたら定着しにくいこ

と、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類の新語がグローバルな性質を持っ

ているものが定着しやすく、日本という地域に限定されるものは定着しに

くいこと、外来語要素が新語の定着を妨げ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長い（音

節数が多い）語が定着しにくいこと、など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についての論考としては、「百貨店」と「

デパート」について論じたものがある（王（2016））。外来語「デパートメン

ト・ストーア」は漢語「百貨店」より早く出現したが、現在カタカナ語「デパ

ート」と漢語「百貨店」の両方が使われている。「デパートメント」ではなく

「デパート」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は「現代はものごとを簡略化しようとする

風潮から言葉も省略されることが大変多い」との意見7に当て嵌まると考

えられる。

また、王・許（2012：71）では、1918 年当時外来語「インフルエンザ」よ

り漢語「流行性感冒」が一般的だったが、現在は「インフルエンザ」が主

流である8、と指摘されている。なお、「流行性感冒」は「流感」、「インフル

エンザ」は「フルー」と略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もある。

王（2006）は病名「ペスト」について論じるものである。19世紀末から

大量の資料に漢語「黑死病」が見られたが、外来語「ペスト」の方が優勢

である、と明らかにされた。

このように、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が競合した結果、漢語または外来

語のどちらかが残りやす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ないと分かる。

最後に、地名が含まれる病名について、今回の感染症に「武漢」を冠し

て呼ぶ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すでに論争があった9。王・李（2014）に

よると、地名はもともと特定のところを指すのに使われる呼称で、プラス

やマイナスの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という。しかし、地名が

病名の一部となると、地名と病名が相互に影響を及ぼし、探究に値する。

たとえば、台湾大学附属病院感染科の李秉穎医師はスペイン風邪のよう

な、大流行で死亡率が高い病気が地名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と、（当地の

人の）反感を呼ぶだろうが、死亡率の低いA/Taiwan/1/86(H1N1)が発

見者（発見地）に因んで命名される場合はかえって光栄に思われる、と述

べている10。

王・李（2014）では、日本脳炎、水俣病、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

群）、地中海貧血、スペイン風邪、水虫（台湾での俗称「香港脚」）、蒙古

症（ダウン症候群）、ドイツはしか（台湾では徳国麻疹）という地名が含ま

れる8個の病名について論じられている。以下、この8つの病名について

まとめる。

日本脳炎は日本で最初に認識され、病原の解明、疫学的研究、臨床研

究についても日本で最も積極的に進められたという意味で命名されたも

のだという（『日本大百科全書』11）。

発生地から名付けられた公害病である水俣病は、熊本県の水俣湾周

辺に1953年頃から発生したメチル水銀中毒による慢性の神経系疾患で

ある12。

SARS（重症急性呼吸器症候群）は2002年11月頃から中国広東省で

発生したため、台湾で「中国肺炎」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り13、それについて

日本の新聞に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がある14。

台湾で「地中海（型）貧血」と称されている貧血は、地中海周辺地域に

多く見られる遺伝的疾患である。この疾患は日本では、「地中海貧血」、「

地中海性貧血」の他、「サラセミア」と呼ばれたことがある。「サラセミア」

はthalassemiaの音訳である。Thalassemiaは地中海を指すギリシャ語

thálass(a)が起源だという。

1918年夏から秋にかけて世界的に流行した急性インフルエンザは、

最初にスペインで流行したため「スペイン風邪」という呼び名が生まれ

た、という15。

日本で普通「水虫」と呼ばれる病気は、台湾で「香港脚」と俗称されてい

る。イギリス軍が香港で罹患したため名付けられたという16。

ダウン症候群の俗称の蒙古症17という病気は、1866年にはじめて報告

された。この疾患の特徴の1つとして目あたりにモンゴル人でよく見られ

る内眼角贅皮（Epicanthic fold）があげられる。その特徴により、

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と呼ばれた。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病

気はモンゴル人特有の遺伝疾患でなく、MongolismまたはMongolian 

idiocyにはモンゴル人を蔑視する意識が潜んでいるため、その後発見者

であるイギリスの医師John Landon H. Downの名に因んでダウン症候群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8。

日本で一般に風疹と称されている病気は、ドイツの医師によりはじめ

て記載されたので「ドイツはしか」ともいう19。

また、王・李（2014）では、この8つの病名と地名に対する印象につい

て、医者・医学生と一般人それぞれ10名を対象とした調査が行われた。

病気の致死率が高ければ病気（名）にもたらす印象が悪いとは限らない

こと、その国・地域への好印象がその国・地域名が付けられた病名にま

で及んでいることがあるという現象、などが観察された。

このような先行研究の結果をまとめると、以下のことが分かる。

造語力は語種と関係がある。とくに、外来語の造語力は近年注目され

つつある。造語力を検討するのに、構成された語の多寡はもちろんのこ

と、構成された語の語構造とあわせて見る必要がある。

新語の定着に関しては、その語が使用されたジャンル、語の長さ、など

に関係がある。

漢語と外来語の同義語の競合は必ずしも外来語要素が含まれる方が

残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が、ペストとインフルエンザの場合は、外来語の方

が優勢である。

地名を病名に入れるのは、医学分野の命名において珍しいことでな

い。病気の発祥地である、その地域に多く見られる、発見者の国名であ

る、などの理由で地名が病名に入れられた。当地の人を軽視するような

ことがないように、病名に含まれる地名をなくし、別の呼称に変えた20こと

があり、差別が避けられる効果が認められる。また、人々が地名に対する

印象は確かに病名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がある。それは病気の致死率と無

関係の場合もある。

よって、本稿では2020年に世界で爆発的に大流行した、肺にダメージ

を与えるこの病気を指す病気の名前（新語）を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この

病気が発生してから、地名武漢が入ってい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

ス」、漢語「新型肺炎」、外来語要素「コロナ」が入っている「コロナ」系の

それぞれの造語力、そして、互いの競合状況を考察する。主に語数、使

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3. 研究手順

はじめ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

れる語を調査する。具体的にはネットニュース（YAHOO!JAPANニュー

ス）と新聞（『読売新聞』21と『朝日新聞』22）から語例を収集する23。次にこ

れらの語について、語数、使用期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

ついて分析する。ネットニュースを資料にしたのは、即時に多くのメディ

アからの発信が見られるため、新語、またはその新語にかかわる社会現

象を観察するのに適切だ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また、新聞の使用は新

聞が毎日刊行されているため、新語が生まれてからの変化を長期的に

観察するのに相応しいと考えられる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に、特定のメデ

ィア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

も客観的に検討する。

4. 語例の収集および考察

2019年12月31日に『共同通信』「中国で原因不明の肺炎患者相次ぐ

武漢で27人発症、政府が調査」とあるが、これは管見の限り、日本のメデ

ィアでこの病気に関する最初の報道である。しかし、病名は1つの語（単

語）となっていない。

この病気を表すのに、2020年5月現在、厚生労働省のホームぺージで

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使用されている24。また、同じ時間にコ

トバンクに収録された各辞書を調べたら、この病気を表す見出しは「

COVID-19」しか見当たらなかった。「2019年末に発生した新型コロナウ

イルス感染による症状の名称。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virus)と病気

(Disease)の短縮形に、感染が報告され始めた2019年を組み合わせ、20

年2月11日に世界保健機関(WHO)が命名した。」と示されている25。しか

し、本研究における調査範囲26で「COVID-19」は『読売新聞』で1度も使

われておらず27、『朝日新聞』では2020年2月12日「COVID-19　新型肺

炎、WHO命名」という1例しか見られない。

筆者はま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が発生してから、台湾、日本、

欧米などで被害拡大が続き、東京五輪が延期と発表された28後、緊急事

態宣言が発令される29直前の2020年4月4日と5日午後YAHOO!JAPAN

ニュースで「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それぞれ

をキーワードとし、トピック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

「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あつめた。あつめた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

を表す呼称、お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は表1の通りである。

表1で分かるように、「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の語群はさほど

用いられていない31のに対して、「コロナ」を含む数多くの語は最も多く

のメディアで使用されている。初期の段階では「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造

語力が強いと言えよう。このような、ある時点でのこの病気を表す語、お

よびそれらによる合成語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のも大事であるが、病気

が発生して以来それを表す呼称、さらにそれによる合成語はどのように

表現されたかを縦断的に観察するのも必要であろう。よって、特定のメデ

ィア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

の長時間の使用状況を観察することにした。具体的には発行数が日本

での1位と2位をそれぞれ占めている『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から用例

をあつめて、検討することにした。用例採取の期間は2019年11月1日か

ら32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半年である。

2019年11月から2020年4月30日までの『読売新聞』と『朝日新聞』に

おける記事のタイトルに見られ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

肺炎」系、「コロナ」系の語の詳細は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で分かるように、「新型肺炎」系の語数と「コロナ」系の語数のいず

れも、表1に提示した語数より多い。したがって表1の一時点で収集した

語例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表2にも「コロナ」を含む語が最も多く、「コロナ」

系の語は最も造語力が強いことを改めて証明した。

また、これらの語の新聞における使用期間を整理すると、表3のように

なっている。

表3に示したように、「コロナ」系の語は新聞において最も多く、しかも

長期間用いられている。

新聞からあつめた「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

ロナ」系の語に、2020年2月3日～2020年4月30日ネットニュースから

ランダムにあつめた語から重複分を除いたものを加えて整理すると、表

4のようになる。「コロナ」系の語が最も多い、という傾向は変わらない。

以下、「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系、「新型肺炎」系、「コロナ」系の

計802語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4.1 語構成

まず、病名の「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に関

する情報をまとめると、表5の通りである。

表5で分かるように、「コロナ」は最も語形が短いので、強い造語力があ

ったかと思われる。実際、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

ウイルス」が含まれるものは6.4%しかない。しかし、出現した時期の順番

として、「コロナ」系の語は最初、「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2020.1.9『読売

新聞』）、「コロナウイルス拡大受け」（2020.1.29『朝日新聞』）、「新型コロ

ナウイルス感染」（2020.2.16『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に「コロナウイルス」

の方が多く用いられていた。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の方は、例えば「新型コ

ロナ拡大」（2020.1.30『朝日新聞』）が1月末にはじめ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

り、「コロナ上陸」（2020.2.7『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がない形は2月

上旬になって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コロナ死者」（2020.3.12『読売新

聞』）、「コロナ判定」（2020.3.13『朝日新聞』）、のような「新型」抜きの、「

コロナ」＋何か、といった形の語は3月中旬より多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て

いる。これらの語は主に複合語だが、「コロナごっこ」（2020.4.20『クーリ

エ・ジャポン』）、「コロナっぽい」（2020.4.21『日刊スポーツ』）などの派生

語もある。さらに「コロナ」＋「ハラスメント」の略から来たと思われる「コロ

ハラ」も生まれた35。

今回あつめた「コロナ」系の新語のうち、「コロナウイルス」が語頭に位

置する合成語は1.5%で、「コロナ」が語頭に位置する合成語は55.4%で、

「新型」が語頭に位置するのは39.2%、となっている。「コロナ」が語頭に

位置する形の語は数として最も多いが、出現した時期は最も遅く2月であ

る。

一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ロナ

ウイルス」という1語、「コロナ」が合成語の後項に位置するのは「新型コ

ロナ」、「対コロナ」（2020.4.8『朝日新聞』）、「ポストコロナ」（2020.4.19『

NEWS ポストセブン』）、「アフターコロナ」（2020.4.27『プレジデントオン

ライン』）、「withコロナ」（2020.4.24『ITmedia ビジネスオンライン』）の

数語ある。他方、「コロナウイルス」または「コロナ」が合成語の中間に位

置することはあるが(「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対応方針」（2020.2.21『朝日

新聞』）、「新型コロナ会見」（2020.4.4『SOCCER KING』）など)、「新型」が

語中に位置したものは見当たらない。

「コロナ」の後接項目は「コロナ解雇」（2020.4.4『オトナンサー』）のよう

な漢語が多く（73.8%）、次は「コロナ相場」（2020.4.4『日刊ゲンダイ

DIGITAL』）のような混種語（15.7%）、「コロナ空き巣」（2020.4.16『日刊

スポーツ』）のような和語（7.3%）、「コロナショック」（2020.3.10『読売新

聞』）のような外来語36（3.1%）、となっている。

語数が2番目に多い「新型肺炎」による合成語は、「新型肺炎考慮」（

2020.1.31『朝日新聞』）、「新型肺炎水際対策」（2020.3.6『読売新聞』）

などのようにすべて「新型肺炎」が語の前項にある。また、語数が最も少

ない「武漢肺炎」と「武漢ウイルス」による合成語もすべて語の前項にあ

る。「新型肺炎」の後接項目は「新型肺炎情報」（2020.1.31『朝日新聞』）

などのような漢語が大半（58.0%）で、以下順次「新型肺炎検診キット」（

2020.3.23『WoW!Korea』）などのような混種語（25.9%）、「新型肺炎い

じめ」（2020.2.5『朝日新聞』）などのような和語（10.7%）、「新型肺炎パン

デミック」（2020.3.21『オートスポーツweb』）などのような外来語（5.4%）

となっている。

4.2 語のジャンル

前掲注6に示したように、新語の分類については、「新語探検」の、ビジ

ネス、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テクノロジー、国際関係、政治、社会、サイエンス

＆テクノロジー、ライフスタイ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

ーツという9分類がある。本稿ではこの分類にしたがい、各系統の語をジ

ャンルごとに分けて集計した。その系統の中での割合を算出した結果を

表 6 に示す。

表6で分かるように、「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スポーツ」類

の新語が少ない。基本的にこの病気が人類に及ぼす影響はマイナスのも

のであることが多いため、生活上比較的副次的なこと、または娯楽的なこ

とは少ない。この意味で「コロナ」を巡る「カルチャー＆エンタテインメン

ト」、「スポーツ」類の新語が少ないのである。

病名、そしてそれを診査・治療、さらには予防する際の表現が当然の

ようにたくさん生まれた。しかし、この病気の影響範囲は医学だけではな

い。国は対策を講じているが社会問題が続出、人々はライフスタイルの

変更を余儀なくされているのでアフターコロナ37が心配されている。よっ

て、病気が流行してから一定期間の後、「社会」というジャンルの新語が

多く生ま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ろう。

5. 終わりに

2019年末中国武漢で発生した正体不明の肺炎は2020年に日本を含

めほぼ世界を席巻した。この病気が人々にもたらした影響は医学分野だ

けにとどまらず、政治、経済、仕事、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広範囲に渡ってい

る。2020年2月11日にWHOがこの病気を「COVID-19」と命名したが、日

本のメディアではほとんどこの呼称が用いられておらず、「武漢肺炎」、「

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使用されている。さらに、そのそ

れぞれに対して合成語が生まれた。本稿では同一の病気を指す同義語「

武漢肺炎」、「武漢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の競合について検討

した。ネットニュース、『読売新聞』、『朝日新聞』から、「武漢肺炎」、「武漢

ウイルス」、「新型肺炎」、「コロナ」が含まれる語を収集し、語数、使用期

間、語構造、語の長さ、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分析した。これらの語の中

で、一番語形が短い「コロナ」が最も多くの合成語を生み出し、「コロナ」

を含む合成語が一番多くのジャンルで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コロナ」が合

成語の前・中・後項のいずれにも位置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こと、が分か

った。

本研究における上記の調査結果を前掲先行文献の研究成果と照らし

合わせてみれば、外来語の造語力が旺盛であること、あまり長くない語が

残されやすいこと、同義語の漢語と外来語の競合では外来語が優勢であ

ること、地名が含まれる新しい病気の名前が日本では長期間は使われな

いこと、を証明した。

この原稿を書き上げた2020年5月現在、この病気が発生して約半年た

ったが、未だにいつ収束するかが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ある。コロナに関す

る新語も増え続けている。コロナの終焉期、さらにコロナ後、各時期に応

じ、またいろいろな「コロナ」を巡る語は生まれると予想されよう。

「コロナ前」（2020.4.26『telling，』）、「コロナ時代」（2020.4.26『

JBpress』）、「コロナ後」（2020.4.24『現代ビジネス』）と称されるように、

この病気は日本史（さらには人類の歴史）にとって「画期的な」存在にな

ったに違いない。今回は「コロナ」を巡る新語について主に数量的に概

観した。その成果は日本語学の発展に寄与するのみならず、日本を広く

深く理解する視点を提供すると考えられる。日本語教育のいわゆる4技

能や文学の学習の他、たとえば多くの日本語学科で開講されている「新

聞日本語」や「日本事情」の授業など、日本を理解することを重要な目的

とする授業にも本研究の結果を導入するのがよかろう。しかし、たとえば「

コロナ切り」（2020.4.25「外国人の「コロナ切り」悲痛　解雇、雇い止め

…相談2000件超」『西日本新聞』）など、「コロナ」を巡る1語1語に対する

語誌的に綿密な考察も必要であろう。「コロナ」を巡る語について年次別

に重ねてゆく考察をはじめとして、「コロナ」を巡って新しく出た語の調査

や、「コロナ」を巡る特定の語（またそれにかかわる社会問題）の考察をこ

れからの課題に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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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

現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

學力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反映出無法應對

之問題。因此，為求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能夠順利地銜接，日本開

始推動「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而高大接續受到各界重視的原因

為，長期以來的「過往型學力」，主要是針對大學入學考試所需之

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等，透過

填鴨式的方式培育。然而，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

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

經驗則是付之闕如。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

學方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

透過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

續方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透過高

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

入學的「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最後則

是邁向「面」的整合。改革的方向以「高中學校教育改革」「大學

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並推動相關政策。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等教育之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

從接續的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關鍵字：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學力3要素、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副教授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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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Reform Policies and Issues of Artic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in Japan

Tung, Chuang-Ching*

Abstract
In Japan, in recent years, lower competenci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been harshly criticized especially along with the arrival of " the era of 
walk-in admission" for all high school graduates. Even when high school 
graduates are not equipped with basic academic competencies can be 
admitted to a university. Universities do not respond to this issue. Hence, in 
order to ensure smooth artic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Japan 
began promoting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artic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Various fields have focused on the artic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because for a long time the talent was cultivated to acquire 
skills and knowledge via examinations and there has been a need to 
improve abilities to flexibly adopt the said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problem, however, lies in abilities to think, to make judgment, and to 
express for problem finding and solving by oneself. Students are lack of 
experiences to autonomously cooperate with other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artic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have been mainly 
concerned of "reform of entrance exam," but in fact, issues shall be 
resolved with holistic articulation methods by reforming education or 
teaching. Focuses of artic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shall be put 
o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high school educatio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point" jumping to 
university admission shall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line" of integrated 
school system and then into "surface" connection.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shall be based on three guidelines: "reform of high school," "reform of 
university," and "admission to university" and relevant reforms shall be 
promoted as well. Thus, this paper examines policy contents of artic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in Japan and from the articulation 
perspective, meaning and issues of articulation are illustrated. In the end, 
learning from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artic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in Japan for Taiwan's 2019 education reform of new curriculum 
is suggested.

Keywords: Articulation of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al reform, 
three elements of competencies, and joint entrance exam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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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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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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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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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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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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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に向け
て～生涯学び続け、主体的に考える力を育成する大学へ～（答申）』

10教育再生実行会議「高等学校教育と大学教育との接続・大学入学者選抜の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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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央教育審議会（2014）『新しい時代にふさわしい高大接続の実現にむけた
高等学校教育、大学教育、大学入学者選抜の一体的改革について（答申）』

122015年「高大接続改革実行プラン」（平成27年1月16日文部科学大臣決定）

132015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平成27年2月設置）
142015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中間まとめ」（平成27年9月）
152016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最終報告」（平成28年3月31日）

16長期以來，大學入學考試是以高中所習得之基礎學力為依據，檢測學生是否

具備高中應習得之基礎學力，並做好進入大學的準備。因此，一旦進入大學

後，就可以順利地銜接上大學的課程。然而，隨著少子女化及大學升學率的

提高，大學入學考試應有「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因此，

部分學生進入大學後無法跟上大學教育而休學之學生人數日漸增加。高大接

續教育亦即是為了強化「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銜接，讓學生能夠順利

地適應大學教育而做的整體性的教育改革。

17「高大接続改革の進捗状況について」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
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3/siryo/__icsFiles/afieldfile/2019/01/24/141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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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策定等について（通知）」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jp/compon
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8/12/20/1401959_003.pdf

18所謂「初年次教育FYE」（First Year Experience），為求來自高中及其他大

學之順利銜接，以學習及人格成長為其目標，並促使在大學就讀時之學問上

以及社會的各種經驗能夠獲得成功，主要是以新生為對象進行總合性的教育

課程謂之。
19請參閱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
に向けて（答申）』。

20「高大接続改革の進捗状況について」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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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原為「大學入學希望者學力評量測驗（暫訂）」（大学入学希望者学力評価
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並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2原為「大學入學希望者學力評量測驗（暫訂）」（大学入学希望者学力評価
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目前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3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初等中等教育と高等教育との接続の改善について
（答申）』

24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に向

けて（答申）』

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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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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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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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圖1 接續的總合模型

小中高 大學 職業

實踐知識

專業知識

理論的知識理論的知識

基礎學力
核心能力

教科學力

接 續

基礎學力

接 續

核心能力

專業知識

資料來源：金子（2007）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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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所謂「初年次教育FYE」（First Year Experience），為求來自高中及其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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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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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5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中間まとめ」（平成27年9月）
152016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最終報告」（平成28年3月31日）

16長期以來，大學入學考試是以高中所習得之基礎學力為依據，檢測學生是否

具備高中應習得之基礎學力，並做好進入大學的準備。因此，一旦進入大學

後，就可以順利地銜接上大學的課程。然而，隨著少子女化及大學升學率的

提高，大學入學考試應有「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因此，

部分學生進入大學後無法跟上大學教育而休學之學生人數日漸增加。高大接

續教育亦即是為了強化「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銜接，讓學生能夠順利

地適應大學教育而做的整體性的教育改革。

17「高大接続改革の進捗状況について」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
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3/siryo/__icsFiles/afieldfile/2019/01/24/1412253-
4.pdf）「『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断』の認定基準・手続等に関する規程」
の策定等について（通知）」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jp/compon
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8/12/20/1401959_003.pdf

18所謂「初年次教育FYE」（First Year Experience），為求來自高中及其他大

學之順利銜接，以學習及人格成長為其目標，並促使在大學就讀時之學問上

以及社會的各種經驗能夠獲得成功，主要是以新生為對象進行總合性的教育

課程謂之。
19請參閱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
に向けて（答申）』。

20「高大接続改革の進捗状況について」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
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3/siryo/__icsFiles/afieldfile/2019/01/24/1412253-
4.pdf）

21原為「大學入學希望者學力評量測驗（暫訂）」（大学入学希望者学力評価
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並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2原為「大學入學希望者學力評量測驗（暫訂）」（大学入学希望者学力評価
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目前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3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初等中等教育と高等教育との接続の改善について
（答申）』

24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に向

けて（答申）』

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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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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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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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表1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名稱年

1999年
中央教育審議會『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

詢書）』

2012年
中央教育審議會『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答詢書）

-邁向培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

2013年
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

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

2014年
中央教育審議會『邁向實現符合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

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整體性改革（答詢書）』

2015年 公布「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

2015年 成立「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

2015年 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期中報告」

2016年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最後報告」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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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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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圖2 高大接續的概念圖

目標：學力3要素
（1）知識、技能
（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3）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並學習的態度

接續式的大學
入學考試

跳躍式的大學
入學考試

大學教育

高中教育

國中教育

小學教育

大學教育

高中教育

小學教育

國中教育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倉部（2017）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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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部科学省（2017）『大学における教育内容等の改革状況について（平成27年
度）』

2所謂「偏差值」是以距離平均值50之遠近作為評量個人成績在母集團中位置

的指標，偏差值越高則表示成績越佳。

3所謂「過往型學力」（従来型学力），意旨「過去以入學考試引導教學的教

育模式」。長期來以填鴨式的教育方式訓練學生入學考試所需之技能與知

識，以知識量的高低作為決定欲升學之學校的難易度標準，藉以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的教育模式謂之。

4「高大接續教育」為「高中大學銜接教育」之意，在本論文中為保留日本

「高大接續」概念之完整性，故本論文統一使用「高大接續」一詞。
5学校教育法（改正平成二八年五月二〇日法律第四七号(未)(施行＝2017年、
平成29年4月1日)2018年11月19日，引自：http://www.houko.com/00/01/S22/026.
HTML

6学校教育法第二一条「基礎的な理解と技能を養うこと」。第三〇条「これらを活
用して課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に必要な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その他の能力をは
ぐくみ、主体的に学習に取り組む態度を養うことに、特に意を用いなければなら
ない。」 7文部科学省（2018）『教育振興基本計画（閣議決定）』

8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初等中等教育と高等教育との接続の改善について（答
申）』

9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に向け
て～生涯学び続け、主体的に考える力を育成する大学へ～（答申）』

10教育再生実行会議「高等学校教育と大学教育との接続・大学入学者選抜のあ
り方について（第四次提言）」（平成25年10月31日）

11中央教育審議会（2014）『新しい時代にふさわしい高大接続の実現にむけた
高等学校教育、大学教育、大学入学者選抜の一体的改革について（答申）』

122015年「高大接続改革実行プラン」（平成27年1月16日文部科学大臣決定）

132015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平成27年2月設置）
142015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中間まとめ」（平成27年9月）
152016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最終報告」（平成28年3月31日）

16長期以來，大學入學考試是以高中所習得之基礎學力為依據，檢測學生是否

具備高中應習得之基礎學力，並做好進入大學的準備。因此，一旦進入大學

後，就可以順利地銜接上大學的課程。然而，隨著少子女化及大學升學率的

提高，大學入學考試應有「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因此，

部分學生進入大學後無法跟上大學教育而休學之學生人數日漸增加。高大接

續教育亦即是為了強化「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銜接，讓學生能夠順利

地適應大學教育而做的整體性的教育改革。

17「高大接続改革の進捗状況について」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
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3/siryo/__icsFiles/afieldfile/2019/01/24/1412253-
4.pdf）「『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断』の認定基準・手続等に関する規程」
の策定等について（通知）」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jp/compon
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8/12/20/1401959_003.pdf

18所謂「初年次教育FYE」（First Year Experience），為求來自高中及其他大

學之順利銜接，以學習及人格成長為其目標，並促使在大學就讀時之學問上

以及社會的各種經驗能夠獲得成功，主要是以新生為對象進行總合性的教育

課程謂之。
19請參閱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
に向けて（答申）』。

20「高大接続改革の進捗状況について」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
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3/siryo/__icsFiles/afieldfile/2019/01/24/1412253-
4.pdf）

21原為「大學入學希望者學力評量測驗（暫訂）」（大学入学希望者学力評価
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並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2原為「大學入學希望者學力評量測驗（暫訂）」（大学入学希望者学力評価
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目前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3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初等中等教育と高等教育との接続の改善について
（答申）』

24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に向

けて（答申）』

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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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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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表2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重點

改革重點 改革內容簡要

重新審視教育課
程

‧國家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掌握高中
生基礎學力狀況

‧問題收集、作成、精查、累積、提供等事宜
‧建構與關連者之合作體系
‧多樣化的出題方式（IRT、CBT等方式）

高
中
教
育
改
革

大
學
教
育
改
革

改善學習、指導
方式及提升教師
的指導力

‧在教師養成階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
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外，需建構從
「自主學習」觀點之課程改善。

‧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計畫並實施各種教師研
修。

‧除新進教師外，2、3年經驗教師之研修、10
年經驗教師之研修等，完備校內教師研修體
制。

充實多元化評量
方式

‧各教科等學習評量方式
‧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方式
‧指導記錄的改善
‧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的提升
‧學生本身職涯形成之檢討的必要性
‧為了充實評量之基礎建構

高中生學習基礎
診斷

‧根據學力3要素（1）知識、技能；（2）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態度與不
同的人們合作並學習的態度，將能力之評量
明確化。

接受入學者方針
（AP）

‧為了讓擁有不同背景的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
大學教育之「初年次教育」的充實

‧為了促進每位學生之主動的「學修」之課程
的強化

‧完備深度「學修」之學修環境

教育課程編成‧
實施方針（CP）

‧畢業時所需之畢業條件的明確化與嚴格的畢
業認定、學位授予

畢業認定、學位
授予方針（DP）

根據學習指導綱領之基本思想，除系統性地
規劃教育內容外，從培育孩子資質、能力的
觀點，充實學習、指導方式以及學習評量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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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改革重點 改革內容簡要

大
學
入
學
者
選
拔
改
革

改革方向

‧根據學力3要素（1）知識、技能；（2）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態度與不
同的人們合作並學習的態度，將能力之評量
明確化。

‧學力3要素的評量方式
（1）「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結果
（2）根據自身的想法立論並記述的評量方式
（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
（4）作文
（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
（6）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

‧導入「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並修改自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2016）『高大接続
システム改革会議「最終報告」』。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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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目前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3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初等中等教育と高等教育との接続の改善について
（答申）』

24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に向

けて（答申）』

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表3 高大接續「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

改革內容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重
新
建
構
教
育
課
程

導
入
高
中
生
學
習
基
礎
診
斷

教科書作成、檢
定、選定、供給

答申（諮詢書）

公告

徹底公告

實施試行測驗

新學習指導綱領

實施方針的制訂
及公告

「實施大綱」的
制訂及公告

試行實施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

開始實施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並修改自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2016）『高大接続
システム改革会議「最終報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並修改自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2016）『高大接続
システム改革会議「最終報告」』。

表4 高大接續「大學教育改革」時間表

改革內容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學校教育法實施規則、大學設置
基準法等的修正、3項方針的制
訂及公告之行動準則的制訂

各大學制訂並重新檢討3項方針
的各項措施（三月前完成）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
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

依
據
３
項
方
針
實
現

大
學
教
育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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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表5 高大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

改革內容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導
入
大
學
入
學
共
同
測
驗

「實施大綱」之制訂
及公告

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
驗22

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
綱要之「實施大綱」

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
綱要之測驗

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
習指導綱要之「實施
大綱」

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

實施方針之制訂與公告

實施試行測驗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並修改自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2016）『高大接続
システム改革会議「最終報告」』。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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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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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非常認同 還算認同

學生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

無法培育學生的主體性

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

無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

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的能力不足

沒有指導少數人班級的機會 6 28.3

4.8 39.6

5.8 41.3

9.4 46.7

7.5 48.7

8.9 50.4

13.9 49.4

圖3 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之課題

資料來源：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p.41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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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圖4 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

資料來源：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p.41

非常認同 還算認同

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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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通的認識

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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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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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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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5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中間まとめ」（平成27年9月）
152016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最終報告」（平成28年3月31日）

16長期以來，大學入學考試是以高中所習得之基礎學力為依據，檢測學生是否

具備高中應習得之基礎學力，並做好進入大學的準備。因此，一旦進入大學

後，就可以順利地銜接上大學的課程。然而，隨著少子女化及大學升學率的

提高，大學入學考試應有「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因此，

部分學生進入大學後無法跟上大學教育而休學之學生人數日漸增加。高大接

續教育亦即是為了強化「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銜接，讓學生能夠順利

地適應大學教育而做的整體性的教育改革。

17「高大接続改革の進捗状況について」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
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3/siryo/__icsFiles/afieldfile/2019/01/24/1412253-
4.pdf）「『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断』の認定基準・手続等に関する規程」
の策定等について（通知）」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jp/compon
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8/12/20/1401959_003.pdf

18所謂「初年次教育FYE」（First Year Experience），為求來自高中及其他大

學之順利銜接，以學習及人格成長為其目標，並促使在大學就讀時之學問上

以及社會的各種經驗能夠獲得成功，主要是以新生為對象進行總合性的教育

課程謂之。
19請參閱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
に向けて（答申）』。

20「高大接続改革の進捗状況について」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
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3/siryo/__icsFiles/afieldfile/2019/01/24/1412253-
4.pdf）

21原為「大學入學希望者學力評量測驗（暫訂）」（大学入学希望者学力評価
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並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2原為「大學入學希望者學力評量測驗（暫訂）」（大学入学希望者学力評価
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目前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3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初等中等教育と高等教育との接続の改善について
（答申）』

24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に向

けて（答申）』

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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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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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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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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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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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育再生実行会議「高等学校教育と大学教育との接続・大学入学者選抜のあ
り方について（第四次提言）」（平成25年10月31日）

11中央教育審議会（2014）『新しい時代にふさわしい高大接続の実現にむけた
高等学校教育、大学教育、大学入学者選抜の一体的改革について（答申）』

122015年「高大接続改革実行プラン」（平成27年1月16日文部科学大臣決定）

132015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平成27年2月設置）
142015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中間まとめ」（平成27年9月）
152016年高大接続システム改革会議「最終報告」（平成28年3月31日）

16長期以來，大學入學考試是以高中所習得之基礎學力為依據，檢測學生是否

具備高中應習得之基礎學力，並做好進入大學的準備。因此，一旦進入大學

後，就可以順利地銜接上大學的課程。然而，隨著少子女化及大學升學率的

提高，大學入學考試應有「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因此，

部分學生進入大學後無法跟上大學教育而休學之學生人數日漸增加。高大接

續教育亦即是為了強化「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銜接，讓學生能夠順利

地適應大學教育而做的整體性的教育改革。

17「高大接続改革の進捗状況について」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
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3/siryo/__icsFiles/afieldfile/2019/01/24/1412253-
4.pdf）「『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断』の認定基準・手続等に関する規程」
の策定等について（通知）」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jp/compon
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8/12/20/1401959_003.pdf

18所謂「初年次教育FYE」（First Year Experience），為求來自高中及其他大

學之順利銜接，以學習及人格成長為其目標，並促使在大學就讀時之學問上

以及社會的各種經驗能夠獲得成功，主要是以新生為對象進行總合性的教育

課程謂之。
19請參閱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
に向けて（答申）』。

20「高大接続改革の進捗状況について」2020年7月8日，引自：https://www.mext.go.
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3/siryo/__icsFiles/afieldfile/2019/01/24/1412253-
4.pdf）

21原為「大學入學希望者學力評量測驗（暫訂）」（大学入学希望者学力評価
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並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2原為「大學入學希望者學力評量測驗（暫訂）」（大学入学希望者学力評価
テスト（仮称）），此為發展層次，目前正式定名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大

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23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初等中等教育と高等教育との接続の改善について
（答申）』

24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新たな未来を築くための大学教育の質的転換に向

けて（答申）』

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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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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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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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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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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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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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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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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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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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參考文獻

(一)中文

John Dewey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 John 

Dewey (2006)，薛絢譯。《民主與教育》，台北市：網

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

部。2019年11月18日引自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

0/1000/attach/87/pta_18543_581357_62438.pdf

(二)日文

天野郁夫（2013）『大学改革を問い直す』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荒井克弘（2019）「入学者選抜による教育改革-高大接続改革の思

惑」『IDE』608、pp.10-15

安西祐一郎（2014）「新しい『高大接続時代』の実現に向けて」『IDE』

566、pp.4-13

安西祐一郎（2017）「戦後最大の教育改革が進行中」『サービソロ

ジー』4（2）、pp.1-2

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

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8）『第3回大学生の学習・生活実態調

査報告』

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初等中等教育と高等教育との接続の改善

について（答申）』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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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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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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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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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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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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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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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日本，近年來為人所詬病的則是大學生學力呈現普遍不足的現

象，特別是隨著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未具備充分基礎學力

的高中畢業生也升學至大學，而大學端亦對此現象表示無法應對（西

辻，2015）。根據文部科學省（2017）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端為因

應高中生的學習狀況，採取特別措施之大學約有71％（約531所大

學）。而具體措施的內容主要為，「依學力進行分班」51.5％、「大

學入學前進行補習教學」40.3％、「進入大學後進行補習教學」

36.3％，「個別指導」24.5％1（文部科学省，2017）。由此得知約近4

成之大學實施入學前或入學後的補習教學，大學生學力不足的現象儼

然已成為普遍化。由於大學生普遍呈現學力不足的現象，各界開始對

於教育的成效亦有所要求（山田，2012）。

此外，隨著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對高等教育也帶來衝擊。因

此，大學既有之選拔機制日漸不符合現實所需。然就升學率端之，

2014年大學（含短期大學）的升學率高達56.7％，高中應屆畢業生升

學志願率為60.4％，大學的升學率與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志願率差

距甚小，大學入學率也高達93％（土井，2016）。易言之，如不選

擇所欲就讀之大學為前提，只要有願意升學，則是人人皆可以進入大

學就讀，正所謂「大學全部入學」的時代儼然已經到來。除少部份大

學的選拔機制尚能夠繼續維持外，多數的大學的選拔機制則已經出現

破綻。甚至部分大學只為求有學生就讀，完全不以「學力」作為入學

審查之標準，大學的入學審查機制也日趨形式化。土井（2016）指

出，偏差值2（standard score）55以上的大學，學生進入大學前，高

中2年級時，在學校以外的讀書時間由1990年的114.9分減少至2006年

的105.1分；偏差值50-55的大學則是由112.1分減少至62.0分，將近減

少一半；而偏差值50-45的大學則為89.2減少至62.0分（土井，2016）。

由此端之，偏差值55以上的大學，學生校外讀書時間無太大變化。相

較之下，偏差值45-55的大學的學生校外讀書時間大幅減少。隨著少

子女化社會、大學全部入學時代的到來，如何維持及確保學生學習的

「品質」，以及今後如何重新建構大學的選拔機制之機能，實屬當前

重要的課題。

從學力觀的文脈端之，近年來日本的學力觀產生很大的變化，從

過去的「寬裕教育」（ゆとり教育）或「填鴨式教育」（つめこみ教

育），以及強調「知識量」的觀點，漸漸轉變為重視「自主性學習」

的學習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

諮詢書提及，「具備生涯學習力、自主思考能力之人才，無法透過被

動式的教育方式培育。從過去以灌輸知識、傳達知識的教育，轉變為

學生與教師之意見溝通，共同切磋琢磨，創造互相刺激使其增進知識

之情境，學生自主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自主學習的方式是必須

的」（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9）。由此得知，學士課程教育的改

革，其重點之一即為「促進學生自主性的學習」，學生養成自主性的

學習習慣後，畢業後進入職場才能夠習得「終身的學習」能力。隨著

學力觀的變遷，緊隨而來的則是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革。然而，除高等

教育的課程改革外，高大接續的高中教育的課程勢必亦將隨之改變。

透過高中課程的多樣化及擴大課程的選擇性，進而能夠促進大學新生

豐富的修習經驗。

高大接續受到各界所重視的原因為，長期以來「過往型學力」（

従来型の学力）3，主要是透過填鴨式的方式培育大學入學考試所需

之技能與知識，以及為提升上述知識與技能所需之活用能力。然而，

問題在於，自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以及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學習的經驗則是付之闕如（中央教育審

議会，2014）。在「過往型學力」方法培育下之學生，縱使能夠順

利地通過大學入學考試，但在自主性地與他人合作之學習能力之養

成，以及適應未來社會之創新能力等仍顯不足。此外，以全國高中校

長及大學系主任為對象所做之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系主任28.6%認為

大學入學學生的學力、學習方面有「相當大的問題」；47.2%則認為

「還算是問題」，兩者相加的比率即高達75.8%。而學生間的學力差

距過大致使上課困難的比率，認為是「相當大的問題」佔19.9%；而

認為「還算是問題」則佔47.9%，兩者相加的比率為67.8%（Benesse

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一般而言，7成以上的大學系主任認為大

學生的學力有下降的趨勢，而學力下降亦將造成教師在課程面之授課

困難等問題。然而，高大接續所面臨問題與挑戰，論者多以「入學方

式的變革」為其主要焦點，但事實上不僅止於入學方式之變革，透過

高中與大學的共同合作，以及改善教育或教學方式等整體的接續方

式，才是最主要的課題（中央教育審議会，2008）。高大接續對日

本整體教育而言，可謂是「日本戰後或明治時代以來最大的教育改

革」（安西，2017）。

據此，本論文將聚焦於日本高大接續教育的政策意涵，從接續的

觀點爬梳並闡明高大接續的意義及課題，最後並說明日本高大接續教

育改革對我國推動108新課綱教育改革之啟示。

二、接續的研究觀點

有關接續（articulation）研究觀點的重要性，清水（2016）認為，

（1）能夠從整體性的觀點說明教育制度論的興盛；（2）喚起孩子及

學習者的觀點；（3）過去集中於入學考試的接續問題，從教育內容、

方法層面，由「點」邁向「線」的移行作業，重新審視其必要性；（4）

思考接續問題時，在思考連續面的同時，也應思考非連續面之必要性；

（5）接續的教育課題，最重要的是將保障孩子的發展權及學習權，設

定在轉銜期的教育本質及重要性的觀點（清水，2016：388-389）。學

校教育的問題並非各級學校「獨自個別處理」，而是應該從整體性的

觀點探討，摒除過去過度聚焦於入學考試的問題，應從「點」擴大至

「線」的視野，以學習者為中心，重新審視接續教育。

所謂「接續」，Dewey（1938＝2004）認為有效的經驗學習需

根基於兩個基本原理，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與「連續性原

理」。而透過外在環境相互作用所獲得之有意義的經驗之連續性才是

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2004）。當我們反思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

與技能對現在的自我是有所助益的話，為何仍須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學

習？然而Dewey（1938＝2004）指出，此問題在於教科只是為了考試

合格而學習，並非引導學生「真正」的學習（Dewey，1938＝2004）。

而「教育過程是一種不斷地成長的過程，每個階段的目標主要是更進

一步地提升成長的能力」（Dewey，1916＝2006：80）。就此觀點而

言，教育可謂是「連續性的成長過程」。因此，在教育的實踐上，需

留意什麼是真正的學習，並留意教育的「連續性原理」，此即為「接

續」的概念。與教育有關之接續（articulation）的定義，清水（2016）

做以下的說明：

關於與教育有關之接續，在眾多的定義中，基本上則是為達成孩

子在學校生活中成長之學校單位間與單位內部適當的調整與關連

性之意。並將之定位於，在不同階段的學校間之所有目的、內

容、方法上，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差距、重複，讓學生能

夠容易地轉銜之教育的活動。從學校制度層面端之，各單位並非

為分割的部分，而是相互保持有機的關連性，相互依存，以確保

�體的連續性（清水，2016：395）。

就上述接續的定義端之，與教育有關之接續，主要是指在各級學

校間，有關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等，需排除急遽的變化、不當的

差距、重複等教育資源浪費等。而各級學校間亦應保持有機的連結，

使接續的過程能夠順利。再者，接續的概念亦可視為是從一個領域

跨越到另一個領域的「跨域」概念，主要是強調在跨域過程中的「鏈

結」關係。

此外，從1990年代起，「從學校轉銜至職場」（亦可稱之為「學

職轉銜」）的研究觀點受到矚目，特別是在2000年以後，由於年輕人

無業率、高失業率的社會背景下，更是受到各方的關注。從學校轉銜

職場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的論點是聚焦於學校畢業後轉銜職場所需要

之「能力」，而此能力的養成需要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達成。此研究

的觀點亦稱之為「教育的職業關連性」。有關於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相

關研究，有吉本（2001）、本田（2005a、2008a、2008b、2009）、小

方（1998、2005、2008）、金子（2007）、豊永（2018）等研究。認

為學校教育與職業的關連程度越高，對於今後的就業與職業意識的形

成有所影響。金子（2007）認為大學教育與職業的接續，有下列3項特

徵，（1）基礎學力、能力必須透過初中等教育及大學教育而形成，而

此基礎能力即為今後就業之能力基礎；（2）基礎學力並非與生俱來，

也非自然形成，而是需在學校或大學透過教科或習得理論的知識所形

成的。基礎學力不僅是教科學力的基礎，更應該透過教育過程計畫性

地形成；（3）在大學所形成的基礎能力、理論的知識、專業知識等，

轉化為在職業的場域所需之知識，並將此能力做為基礎形成職場之專

業能力（金子，2007：144）。因此，無論是職場或學校間的接續，基

礎學力之形成需要有「連續性」的，並透過初中等、大學等教育體

系，計畫性地形成基礎學力，並以此基礎學力為基盤，形成更專業知

識或專業能力。此正如同Dewey（1916＝2006）所言，「教育過程是

一種不斷再整理、再建構、轉變的過程」（Dewey，1916＝2006：73）。

三、高大接續的理念及教育改革4

(一)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目標

為因應上述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接續的不連續性的問題，無論是

國內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之教育機能。高大接續不連續

性的最大問題則為，受制於社會制度及大眾所期望之「大學入學考試

制度」（安西，2014）。長期以來各大學將大學入學考試的結果作為

判斷學生學力之依據及篩選學生之基準，此稱之為教育的「篩選假設

理論」(screening hypothesis)。然卻忽視了學生真正的學力，致使學生

為達測驗高分，專精於各科目「學業上」的精進而非多元化的學習，

此亦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欲積極推動的主要因素。

據此，日本在2007年（平成19年）修正「學校教育法」5，明確地

規定學力3要素為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所謂學力3要素，分

別為（1）培育基礎的理解與技能（第21條）；（2）為活用基礎的理

解與技能，需培育解決課題所需之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及其他能

力（第30條）；（3）養成自主學習的態度（第30條）6。日本文部科

學省從大學學士教育品質保證觀點，重新審視大學設置基準，並以

（1）大學教育質的轉換及大學入學測驗之改革；（2）全球化人才之

培育；（3）以區域再生為核心之大學改革；（4）強化研究能力等方

向進行高等教育的改革（田中，2015）。今後需優先推動的項目之一

為，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並進行認證及評量。特別是除了建置

發展學校特色的客觀指標外，高等教育應依其「機能」設置教學活動

或研究活動之重點（中央教育審議会，2012）。

此外，在中央教育審議會（2013）『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答

詢書）』（『第2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画（答申）』）中，今後5年間的

具體策略之策略8「確立學生自主性學習之大學教育之質的轉換」，強

調「在學士課程教育中，建構養成學生主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之自

主學習（active learning）、互動式學習、實驗等課程為中心之教育質

的轉換之方式」（中央教育審議会，2013：55）。中央教育審議會（

2014）更明確的指出，為培育「學力3要素」，在高中教育需（1）培

育在今後時代生存所需之自主性與各種不同的人「協同合作學習」的

態度（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2）活用知識與技能，培育自我

發現問題，探究並解決問題，展現成果等所必須之「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等能力；（3）並習得以此為基礎之「知識、技能」（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4：6）。而大學教育則是以依據上述目標為基礎，

更加提升及發展，鍛鍊其「總合性的學力」（中央教育審議会，

2014：7）。因此，高中教育目標需培育學生的「知識、技能」與「

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等能力，並期以「自主性、多樣性、協同

性」之方式學習藉以提昇學生的學力。而大學教育根植於上述目標，

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總合性學力」。

文部科學省（2018）自2018年至2022年期間的『教育振興基

本計畫（閣議決定）』7並提示「為培育『真正的學習力（學力3要

素）』，須重視從初中等教育乃至於高等教育之一貫育成教育，而新

學習指導綱領之實施、大學入學者之選拔機制的改善、大學教育的改

革等高大接續之改革必須著實地進行」（文部科学省，2018：21）。

從上述日本政府的政策意涵而言，高大接續乃為由上而下之規劃方

式，同時並要求各級學校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為其目標。因此，為

培育學生學力3要素，除需從課程改革的根本做起外，並同時針對大學

入學者的選拔機制進行大幅改革，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才能有所成效。

(二)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

高大接續改革的文言，最早出現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

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8中，中央教育審議會

（1999）的答詢書有下列明確地敘述：

思考有關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際，通常聚焦於入學者

選拔上。……（省略）今後如何順利地從高中教育銜接高等教育

的觀點來探討接續的問題。不僅是入學者的選拔機制，含括課程

及教育方法等，必須持續思考整體的接續方式，從初中等教育到

高等教育應各自發揮其機能為基礎，以一貫的改革思維進行教育

改革為其重要之觀點（中央教育審議会，1999）。

此答詢書論及，初等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不僅止於入學者

選拔，更重要的是課程、教育方法等整體接續方式的改革。而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接續，並以「合作」（連攜）的方式進行教育改

革。

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年『邁向建構未來大學教育質的蛻變-邁向培

育生涯學習、自主學習之思考能力的大學教育』9的答詢書中，今後為

提升高等教育「質的轉換」的課題為，（1）從確立自主性地「學修」

的觀點而言，需要完備支持學生「學修」的環境；（2）就現狀而言，

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攜）

並非順利；（3）必須重新審視區域、社會、企業與大學間的關係（中

央教育審議会，2012）。由此端之，為達成高等教育「質的轉換」，

強化「初中等教育，特別是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之接續與合作（連

攜）」為其教育改革的重要的課題之一。

因此，在2013年10月日本政府教育再生實行會議「關於高中教

育與大學教育接續、大學入學者選拔應有的狀況」第4次提言中，即

探討有關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接續、入學者選拔的方式10。此後，

承續上述之提言，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的答詢書『邁向實現符合

新時代的高大接續之高中學校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者選拔的

整體性改革』11中，提示為實現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之具體策略及方

向。

文部科學省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14年12月的答詢書，迅速地

於2015年1月提出了『高大接續改革實施計畫』12，明訂了文部科學

省今後實施策略及實施時間表。為使高大接續的實施計畫能夠順利

推動，同年2月成立了「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13。高大接續體系

改革會議於2015年9月提出了「期中報告」14，並於隔年2016年3月發

表了「最後報告」15，從此宣告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正式上路。高

大接續教育改革的經緯一覽表如表1所示。

(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基本架構

高大接續的目標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的需求培育所需之人才，以學

力3要素為目標，進行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

改革。目前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如圖2所示，是以到高中所習得之

基礎學力為主要測驗目的，所測驗之教科、科目的知識或基礎學力並

非為大學入學後學習所必須之學力（倉部，2017）。在大學入學考試

方面，可說是「跳躍式的入學」16（ジャンプ）方式。但隨著少子女化

及大學升學率的逐年上昇，大學入學考試應有之選拔機能逐漸瓦解，

長期以來「跳躍式的入學」方式之機能已不復存在。據此，為改善此

長期以來的問題，無論是高中教育抑或是大學教育皆需以學力3要素

為共同目標進行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的重點為，「高中教育、大學

教育、大學入學考試的一體化改革」。從過去「跳躍式的入學」的「

點」，轉換為以學校體系一貫性為思考的「線」，而現在此次教育改

革則是更廣泛地邁向「面」的整合（根津，2016）。據前述政策言說

分析端之，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課題可歸納如下所述（土井，

2016）。（1）選拔性高的大學入學測驗，如何改善目前偏重知識為

主的學力測驗；（2）選拔性低的大學入學測驗，又應如何擔保學生

的學力；（3）不繼續升學的高中生，如何能夠維持其學習意願；（4）

為因應上述之課題，如何改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的考試。據此，本論

文即針對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之「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

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3大方針進行耙梳。

高中教育改革、大學教育改革、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的重點與內

容如表2所示。首先，在高中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改革為，（1）重

新審視教育課程；（2）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

（3）充實多元評量方式；（4）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其中在（2）

改善學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力方面，希望從教師養成的階

段，除教師所需之必要知識、實踐力、生涯學習基礎能力等能力養成

外，需從「自主學習」觀點之進行課程精進及改善。此外，在（3）充

實多元化評量方式方面，擺脫長期以來「過往式學力」的評量方式，

採取多樣化學習活動評量並提升評量方式的信效度。然而，值得一提

的是，多元化評量中更加入了「學生職涯形成」的觀點，將課程與學

生職涯形成相互勾稽，如同前述之教育的職業關連性的概念，強化教

育與就業間的關連性。（4）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方面，在高大接續改

革會議（2016）『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將之暫訂

為「高中學校基礎學力測驗」（高等学校基礎学力テスト（仮称）），屬

於基礎層次測驗。此外，依據高大接續改革會議的「論點整理」（

2017年3月）以及試行調查（2017年1-3月）的結果，於2017年7月將

之定名為「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の学びの基礎診

断）。隨即於2018年3月6日文部科學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長發佈『高

中生學習基礎診斷』的認定基準及相關實施程序之通知（文科初第

1559號）。並於2019年度起試行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17。

在大學教育改革的面向，主要為三大方針，（1）接受入學者方針

（AP）；（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CP）；（3）畢業認定、學

位授予方針（DP）。（1）接受入學者方針，主要是依據根據學力3要

素，並將此能力的評量明確化。（2）教育課程編成‧實施方針，主要

是為了能使學生順利地接續大學教育，充實「初年次教育初FYE」（

First Year Experience）」18，並完備深度「學修」的教育環境。（3）

畢業認定、學位授予方針，主要為依據大學教育的品質改善，將畢業

的條件明確化，並嚴格實施畢業認定及學位授予，以期達到大學教育

品質改善之目的19。

最後，在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方面，根據前述之學力3要素，（1）

知識、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的合作學

習，以多元化的方式檢測學生是否具備上述學力3要素之能力。在大學

入學共同測驗方面，擺脫過去單一式的問題，導入論述式問題的評量

方式。英語測驗也不僅止於過去閱讀與聽力的檢測，強調重視英語聽

說讀寫四技能。而檢測的方式更是導入「民間業者」的英語檢定成績

作為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一部份。而大學個別選拔入學方面，則是將

過去無法評量學力3要素之評量方式，改為活用（1）「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2）論述式的評量方式；（3）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

動經歷；（4）作文；（5）大學入學希望之動機及學修計畫書；（6）

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多元化評量方式20。

就高中教育改革時間表端之，如表3及表4所示，「重新建構教育

課程」於2017年進行公告，2018年則是完成公告，2019年起完成教科

書之製作、檢定、選定、供給等事項，並於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

綱領。2018年為導入「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之「實施大綱」的制訂

及公告，2019年起開始試行「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高校生のため

の学びの基礎診断）」，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礎診

斷」主要是以「國語總合」「數學Ⅰ」「世界史」「現代社會」「物

理基礎」「溝通英文Ⅰ」6門科目為出題範圍，評量學生的「知識、

技能」。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主要的目的則是評量學生的「思考

力、判斷力、表現力」。雖然上述兩者之考試範圍及目的不一，但皆

以高大接續的觀點，高中教育接續大學教育的連續性為其主要目標。

在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大學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時間表，如

表5所示，2017-2018年為實施方針之制訂檢討與公告等事宜，2019

年實施試行測驗，2020年「實施大綱」之制訂及公告，2021年起實

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2022年則是預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

「實施大綱」，並於2024年制訂與公告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實

施大綱」，最後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之測驗。

從上述計畫的時間表端之，在今後幾年間，日本將開始如火如荼

地進行高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預計於2025年完成所有預定之改革計

畫。如同前述，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日本政府而言是一項相當大的

挑戰，亦可謂之此一改革為日本戰後以來最大的教育改革，對於「次

世代」的人才培育足見其重要性。

(四)、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

有關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課題，可分為以下數點說明（Benesse教

育研究所，2014；金子，2014；南風原，2019；荒井，2019；中村，

2019；秦野，2020）：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的斷層

根據Benesse教育總合研究所（2014）『高大接續調查』（『高

大接続に関する調査』）顯示，在高大接續有關教育活動的課題方

面（如圖3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學生

的學力多樣化，統一性的教育實施困難」為63.3％、「無法培育學

生的自主性」為59.3％、「難以因應學生的實際狀況設定教育目標」

為56.2％、「需要整理並統合多樣化的實施策略」為56.1％、「無

法喚起學生的學習意願」為47.1％、「教師促進學生主動參與課程

的能力不足」為44.4％（Benesse教育総合研究所，2014）。從調查

結果端之，今後如何因應學生學力多樣化，採取適當的教學方式，

並喚起學生的自主學習與學習意願則是大學端教師認為的主要課題。

此外，在高大接續有關與高中的接續、合作（連攜）之課題方面

（如圖4所示），「非常認同」與「還算認同」的比率，「有關高大接

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間沒有共同的認知」65.5％

為最高，其次為「與高中的教育課程沒有接續」63.3％、「有關高大

接續、合作（連攜）之必要性，高中與大學教員間沒有共同的認知」

60.8％、「難以對高中提出坦率的意見」49.2％（Benesse教育総合研

究所，2014）。對於大學端而言，有關高大接續最大的課題主要為，

「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員間」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而

課程方面亦無接續關係。顯而易見，高大接續教育改革與教育現場間

明顯地出現斷層，今後如何取得「高中與大學間」及「高中與大學教

員間」的共同認知，對於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為「順應」或是「抗拒」

勢必將成為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2、學力 3 要素的教育目標定義抽象

從高中至大學所培育「知識、技能」、「思考力、判斷力、表現

力」、「自主性、多樣性、協同性」之學力3要素教育目標其定義抽

象，並無明確地說明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目標的差異性，僅止於說明

大學教育階段較高中教育階段需更進一步地向上提升學生的「綜合性

學力」。然而，所需達到的「綜合性學力」目標的定義為何則無詳細

地說明。此外，在「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上，如何將「思考力、判斷

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的明確化；高中教育及各學科如何因應「思

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評量基準規劃課程；而高中教育及各學科

又應如何透過課程有效地培育學生的「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

等，則需進一步地規劃及建構相關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

3、高大接續教育改革對長期以來的高中教育之衝擊

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所面臨到的問題之一為，高中教育及高中生的

學習行為將會受到相當大的衝擊。面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大幅

度地改變，高中教育勢必被迫做改變，對於學生的學力及能力該如

何培育，且各教科間應採取如何具體的方式培育學生所需之學力及

能力。對高中端的教育而言，需對長期以來以傳統「聽講式教育」

的教學模式做修正，針對各教科的學習，以及各種學習成效評量方

式的多樣化、評量方式信度及效度之提升，同時並引導學生進一步

地進行職涯規劃等，皆為因應高大接續教育改革應有之推動方向。

4、建構公平合理的入學測驗評量尺規

如同前述，由於既有的大學入學測驗制度（AO入學考試、推薦甄

試、大學入學測驗中心考試等）的機能受到各方的質疑。據此提出高

大接續的教育改革，並擬廢止大學入學測驗中心，改以「高中生學習

基礎診斷」及「大學入學共同測驗」作為學力評量依據，藉以改善學

生學習及教育方式。「大學入學者選拔改革」除參考「大學入學共同

測驗」的結果，高中時代的學習及活動經歷、作文、大學入學希望之

動機及讀書計畫、面試‧辯論‧團體討論‧簡報演說等學習成效作為

評量參考。然而，此多元化的評量方式雖然意圖改善長期以來「紙本

測驗」單一的評量方式，惟如何針對學生多元的學習活動，設定公平

且合理的評量尺規，並針對大學入學測驗的選拔方式進行評估。而評

量尺規的開發上仍具有一定技術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此亦為高大接續

教育改革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5、「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論述式測驗之公平性與合理性

為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大學入學共同測驗

採取論述式測驗為其特色之一。然而，論述式測驗無論是在時間或成

本的考量上，相較過去單一選擇題測驗方式，需要更多的人力進行閱

卷，測驗成本的增加勢必反映在入學考試的費用上。此外，大量的試

卷中，為求能夠公平地評量學生的「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勢

必將以是否有敘寫到某個「重點」作為統一的評分基準。此舉卻易造

成只看該生是否有回答試題評分基準所設定之重點，忽視對該論述是

否具有邏輯性或脈絡性。如同荒井（2019）所述，此論述式測驗，容

易陷入「學習指導綱要的測驗化」，被學習指導綱要的方針所牽引

，而忽視的真正所需要評量學生之「思考力‧判断力‧表現力」。

6、「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導入民間英語檢定的疑慮

2017年7月文部科學省「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實施方針中提及，

依據各大學的判斷，可以採「共同測驗」或「認定方式」，又或者可

以同時並行。因此，「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導入民間英語檢定，作

為評量的方式之一。然而，問題在於民間英語檢定的良莠不齊，部分

檢定的檢測費用高，部分檢定的檢測的費用則是低廉，重點在於應如

何確保費用低廉之英語檢定具有相同的信效度，以作為其他英語檢定

之比較的參考基準。秦野（2020）針對民間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

難易度比較的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各類英語檢定之英語長文閱讀難易

度的差距相當大。因此，不同的民間英語檢定考試間之成績比較的可

能性及公平性等，則需要進一步地進行檢證工作。此外，民間各類英

語檢定之出題錯誤、洩題、考試時發生臨時事故等安全性問題亦需留

意之課題。

四、結論

(一)高大接續之研究意義

高大合作（連攜）的議題，在中央教育審議會（1999）『初等中

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接續之改善（答詢書）』23中，論及高中與大學的接

續，需透過高大合作（連攜）的方式達成目標（中央教育審議会，

1999）。高大合作（連攜）在2000年代受到高中與大學相關人員的重

視，其具體的策略也日漸普及。而近年來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議題，

可說是高大合作（連攜）的具體策略也發展到一定的瓶頸，為求突破

因而採取另一種新的作為（児美川，2017）。 高大接續政策及相關推

動事宜近年來開始正式啟動，根據推動計畫表，高中教育改革將於

2022年起完成新學習指導綱領，並於2023年正式實施「高中生學習基

礎診斷」。「依3項方針實現大學教育」計畫，訂於2017至2020年進行

各大學各項方針的畢業認定、課程改革、入學者選拔的改革。「大學

入學者選拔制度改革」計畫中則是於2025年實施應對新學習指導綱要

之「大學入學共同測驗」。至今，多數的計畫仍在規劃或試行中，至

於完全實施則需尚待至2025年以後。無論是高中教育或大學教育，除

中央教育中央教育審議會（2012）『邁向建構新的未來大學教育的品

質轉換（答詢書）』24中明確地說明，為提升大學教育品質，導入學習

自主學習教育改革時為當務之急。此外，2016年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

議「高大接續體系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為達成「（1）知識、

技能（2）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3）自主性他人合作並學習」之

學力3要素，除大學教育外，高中之教育改革亦需導入學生自主學習的

教育模式，除課程改革外，教師研修、甚至於大學入學考試亦需依據

學力3要素的目標而進行相關改革。因此，課程如何導入自主學習、關

自主學習之教師研修、自主學習之個案分析及檢討、自主學習的成效

評估等觀點，將會是今後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二)對台灣今後推動高大接續的啟示

1、高大接續教育改革促進高中與大學課程之活化

為達成「學力3要素」之目標，並以「自主學習」教育方式改變

長期以來「聽講式」「被動式」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解決當

前高大接續所面臨的教育不連續性的問題，同時改善並強化高中教育

現場的教學模式，期以專題製作、實作、體驗等方式強化跨領域課程

面向之統整與應用。而改善的方式，從高中教育的課程改革，改善學

習、指導方式及提升教師的指導能力，採取多元的評量方式，最後則

是推動高中生學習基礎診斷。透過此一連的高中教育改革，藉以達到

順利銜接大學教育。

然而，在台灣也面臨與日本相似問題，產業構造及社會環境變

化，少子女化、勞動市場中的學用落差、學歷與學力的應對關係日

趨瓦解。此外，由於少子女化社會的到來，當前所面對最大的課題

則為各級學校招生不足的現象。特別是高等教育，今後除面臨招生

不足外，更要面對的是學生「學力」不足的問題。在台灣，自2019

年起開始推動108新課綱，強調「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的目標（教育部，2014：1），以「自發」、「互動」、「共

好」作為課程的理念（教育部，2014：2），亦即是「自主行動」「溝

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培育學生的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4：3）。此外，根據台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指出，在高級中學學校教育階段，需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

驗課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強化跨領域或跨科課程統整與應用」（教

育部，2014：8）。然而，如何透過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課

程或探索體驗等課程的規劃與安排，改善長久以來培育「過往型學力」

的教育方式，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溝通互動能力、思考能力等

為目前教育現場所需要重新審視的課題。

2、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的改變

日本高大接續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即為大學入學方式的變革。從

預計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到設置「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及「高中生

學習基礎診斷」等，為配合達到「學力3要素」之目的規劃相關之學力

測驗。而大學入學方式評量亦採多元化、總和性的評量方式。上述的

評量方式期許能夠擺脫長期以來的「過往式學力」，並達到「學力3要

素」之教育目標。然而，此入學方式評量的重大變革，隨之而來的則

是評量基準的公平性與客觀性等問題。今後，為避免學生、家長、以

及教育現場的混亂與不安，大學入學方式評量基準尺規如何建構具有

公平性、客觀性、可評量性之具體尺規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此外，台灣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業已行之有年，亦有「大學入學學

科能力測驗」（GSAT，General Scholastic Ability Test），簡稱為「學

測」。學測為大型考試，用來鑑定學生是否具有進入大學之基本知

識。依據各校的特色及需要，定學生的門檻，唯有通過各大學設立的

門檻後，方可參加「大學甄選入學」或「大學考試分發」。為了推動

108新課綱，大學入學考試的評量基準也有所變革，不再以學業成績為

主要評量基準，而是多參照課外活動等多元學習作為評量的依據。今

後日本高大接續的相關研究亦可成為我國推動108新課綱及大學入學考

試的評量基準變革的參考依據。

(三)今後的研究課題

有關於今後的研究課題，就以下3點敘述：

1、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職涯教育的再統合之可能性

初年次教育主要為從「入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續大學

學習生活，而職涯教育主要是從「出口」的觀點讓學生能夠順利地接

續職場及社會生活。就「順利接續」的觀點而言，兩者有其一致性。

就內容而言，兩者有相當大的部分為重疊的（濱名，2008）。職涯教

育雖以「出口」接續為目標的教育，但近年來的研究亦傾向於在初年

次的教育課程中導入職涯教育（董，2018）。因此，高大接續初年次

教育與職涯教育如何再統合，以及在大學初年次的教育課程中如何融

合「職涯教育」等議題，則需要更進一步地深入探討與分析。

2、高大接續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的再實踐之迫切性

為因應高大接續之大學及高中課程之改革，導入自主學習教育為

政策之主要的目標。有關自主學習的相關理論及實踐之研究也日漸增

加。如同山田（2009）指出，初年次教育實踐先行於理論發展。然

而，日本在推動「自主學習教育」之際，亦面臨相似的問題。而初年

次教育所採取的教育進行方式應重視自主學習的教育方式（西村，

2015）。此外，高大接續的多樣化、複雜化等，不僅止於學生「學力

不足」的問題，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方式等，以及欠缺「深度

學習」「對話的學習」「自主的學習」過程，此類學生迅速地增加才

是問題關鍵所在。因此，從理論建構初年次教育與自主學習教育課程

實踐之迫切性實為當前重要的議題。

3、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具客觀性與公平性尺規建構之必要性

日本高大接續「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於2020年公布「實施大綱」

之制訂及公告，並預計於2021年「實施大學入學共同測驗」。測驗的

方式不僅止評量學生所具備之「知識與技能」，更重要的是評量學生

如何活用「知識與技能」來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之思考力、判斷力、

表現力。評量的方式除單一式選擇式的試題外，並導入論述式試題。

然而，問論述式試題之閱卷除需要各校大量的人力參與外，縱使建構

公平的評量尺規，亦會因閱卷人員之不同而衍生出評量標準不一致性

的問題。此外，「大學入學共同測驗」可參照公私立機關所辦理之英

語「檢定考試」作為評量的依據，而民間各類英語檢定的品質保證，

以及各類英語檢定間之對照等的評量尺規之建構等，亦是今後尚待解

決的課題。



活化文學教學：探索跨文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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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外語學習的目的在於能與人溝通及促成文化交流。閱讀課提供

了學生這樣的一個場域使他們能整合在其它門課所學習到的知識：

透由閱讀，他們能理解文意，培養思辨精神並且能夠清楚地表達自

己的意見。

德勒巴肯定法國文學是促成「跨文化一個珍貴的工具」，而卡

那穆布則認為法文詩有助於學生感受文化差異，進而促進交流。閱

讀提供學子「一段冒險之旅也在語言中探險」。因此，閱讀是一種

行動。透由文本閱讀，學生能沉浸在另一個文化中。

如何在閱讀課中善用文學？哪一類的文本有利於培養學生跨文

化交流的能力？如何評估學生經由文本閱讀而養成的跨文化交流的

能力？教師對課程安排的預期成效與學生的吸收會有落差嗎？這將

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關鍵字：閱讀課A2程度、跨文化溝通、文學、拉封丹寓言、詩

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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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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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Revitalizing literature teaching: 
explor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n, Tai-Yin*

Summary
The purpose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s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and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A reading course offers students a 

field so that they can apply their knowledge acquired in various courses; by 

reading, they can discern the meaning of a text, cultivat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nd subsequently know how to express themselves...

French literature is “a precious intercultural tool” says Delbart 

(2008). And Kahnamouipour thinks that French poetry “sensitizes the 

learner to an exchange of cultures” (2018). Reading offers students “an 

adventure of being and an adventure of language” (Briolet, 1997). So 

reading is in action. Through text reading, students can immerse themselves 

in another culture.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literature in reading class? What kind of 

text is helpful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How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develop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ext reading? Will there be a gap between the 

expected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er’s curriculum arrangement and the 

absorption of students? This will be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reading level A2,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terature, La 
Fontaine’s fables, poetry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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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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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nseigner la littérature autrement :
Ver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Résumé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est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Un cours de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 

terrain pour qu’ils puissent appliquer leurs connaissances acquises dans des 

cours diver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affirme 

Delbart (2008). Et Kahnamouipour pense que la poésie française « 

sensibilise l’apprenant à un échange de cultures » (2018).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1997). Ainsi, lire est en action. Grâce à la lecture, les élèves peuvent 

s’imprégner dans une culture.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ils à la formation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se pourrait-il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

Mots-clés: lecture niveau A2,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littérature, 
fables de la Fontaine, poé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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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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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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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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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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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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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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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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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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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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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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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lèves qui proposent ces deux verbes ne suivent donc pas la consigne du jeu.

8Nous avons laissé volontairement les fautes des élèves ( que nous avons marquées 
en caractères gras)  en pensant que ce n’était pas des cas particuliers, mais des 
fautes fréquentes faites par nos élèves de ce même niveau A1+ – A2. Ces fautes ont 
donc pour fonction d’avertir les autres apprenants pour qu’ils fassent attention.

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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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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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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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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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eigner la littérature autrement :
Ver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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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Lin, T.-Y. et Hwang, B.-R. 2019. « Dialogue interculturel dans un 

cours de français : à chacun sa « madeleine de Proust » », 

in. Tôzai : humanisme et langues. N° 14. Limoges : 

PULIM.

Macé, G. 2012. « Enseigner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 in. 

L’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pp. 463-470. Paris : 

Hermann.

Picard, M. 1986. La lecture comme jeu. Paris : Editions de Minuit.

Schneider, A. et Jeannin M. 2017. « Vers une didactique de 

l’interculturel fondée sur l’articulation littérature de 

jeunesse / arts visuels : l’exemple du Japon en formation 

d’adultes ».

https://www.erudit.org/fr/revues/rechercheslmm/2017-v6-echercheslm

m03474/1043755ar/

Sinard, A. « Faut-il traduire la poésie ? », France Culture, le 29 

septembre 2017. https://www.franceculture.fr/litterature/fa

ut-il-traduire-la-poesie

Corpus utilisé

Barthe, M. et Chovelon, B. 2016. Je vis en France (A1-A2). Grenoble : 

PUG.

Bouchery, C. et Taillandier, I. 2009. Le FLE par les textes (A2-B1). 

Paris : Belin.

Girardet, J. et Pécheur, J. 2013. Écho (A1). Paris : CLE international.

Girardet, J. et Pécheur, J. 2016 (2013). Écho (A2). Paris : CLE 

international.

L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Le Corbeau et le 

Renard.

Annexe

153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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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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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eigner la littérature autrement :
Ver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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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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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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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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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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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eigner la littérature autrement :
Ver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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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l est vrai que les fables choisies sont écrites en vers par Jean de la Fontaine, 
mais pour nos élèves au niveau A1 – A2, nous insisterons plus pour l’instant sur 
leur caractère allégorique que sur leur compléxité stylis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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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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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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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

Je vois de Louis Calaferte Version des élèves
Je vois une place rose
Avec des enfants

des pigeons
des chiens

Je vois une horloge
Et si je voulais je pourrais voir l’heure
Je vois des tas de gens
Des assis qui boivent

qui boivent des demis
qui mangent des sandwiches
qui mangent des croissants

des crêpes
des pizzas [...]

Tout ça se confond
Tout ça se mélange
Ça fait du mouvement
C’est assez vivant

Nous voyons un métro
Avec des gens

des chaises
des colonnettes

Nous voyons dans le métro
Des assis qui utilisent leurs portables

qui lisent leurs livres
qui écoutent de la musique
qui dorment
qui bavardent avec des amis
qui regardent leur nourriture

mais ne peuvent pas manger
[...]
Tout ça est la scène commune à Taïwan
C’est assez discipliné et très propre 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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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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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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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eigner la littérature autrement :
Ver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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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1-2-4) Eurasian Master’ transmission projet », et le second : « Recherche 
corrélative sur les nouveaux médias et l’éducation interculturelle ». Les deux sont 
financés par l’Université Ursuline de langues étrangères Wenzao.

2Jalen Kahnamouipour. (2003). «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 l’espace d’un 
échange interculturel ».

3Gérard Macé. (1969). « Enseigner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 in. 
L’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ure. 2012. Paris : Hermann.

4Il est vrai que les fables choisies sont écrites en vers par Jean de la Fontaine, 
mais pour nos élèves au niveau A1 – A2, nous insisterons plus pour l’instant sur 
leur caractère allégorique que sur leur compléxité stylistique.

5Marie Barthe et Bernadette Chovelon. (2016). Je vis en France. Fontaine : PUG. P. 
35-42.

6Caroline Bouchery et Isabelle Taillandier. (2009). Le FLE par les textes. Paris : Éd. 
Belin. P. 8-9.

7Le verbes « arriver » et « exister » sont des verbes intransitifs : par mégarde, les 
élèves qui proposent ces deux verbes ne suivent donc pas la consigne du jeu.

8Nous avons laissé volontairement les fautes des élèves ( que nous avons marquées 
en caractères gras)  en pensant que ce n’était pas des cas particuliers, mais des 
fautes fréquentes faites par nos élèves de ce même niveau A1+ – A2. Ces fautes ont 
donc pour fonction d’avertir les autres apprenants pour qu’ils fassent attention.

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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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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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

« Je mange »
Je vois un marché de nuit là-bas
Avec des gens, des motos, des lumières
Je vois beaucoup de stands
Et si je voulais je pourrais dîner
Je vois des tas de gens
Des assis qui boivent, 

qui boivent du thé au lait perlé10

qui boivent des jus de canne à sucre
qui mangent des boules de patate douce
qui mangent des sauces aux huîtres

des saucisses grillées
des pâtés des œufs

Tout ça se confond
Tout ça se mélange
Ça fait du mouvement
C’est assez vivant

159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1Cette étude a été menée dans le cadre de deux projets de recherche. Le premier : « 
The college of European and Asian Languages, 108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1-2-4) Eurasian Master’ transmission projet », et le second : « Recherche 
corrélative sur les nouveaux médias et l’éducation interculturelle ». Les deux sont 
financés par l’Université Ursuline de langues étrangères Wenzao.

2Jalen Kahnamouipour. (2003). «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 l’espace d’un 
échange interculturel ».

3Gérard Macé. (1969). « Enseigner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 in. 
L’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ure. 2012. Paris : Hermann.

4Il est vrai que les fables choisies sont écrites en vers par Jean de la Fontaine, 
mais pour nos élèves au niveau A1 – A2, nous insisterons plus pour l’instant sur 
leur caractère allégorique que sur leur compléxité stylistique.

5Marie Barthe et Bernadette Chovelon. (2016). Je vis en France. Fontaine : PUG. P. 
35-42.

6Caroline Bouchery et Isabelle Taillandier. (2009). Le FLE par les textes. Paris : Éd. 
Belin. P. 8-9.

7Le verbes « arriver » et « exister » sont des verbes intransitifs : par mégarde, les 
élèves qui proposent ces deux verbes ne suivent donc pas la consigne du jeu.

8Nous avons laissé volontairement les fautes des élèves ( que nous avons marquées 
en caractères gras)  en pensant que ce n’était pas des cas particuliers, mais des 
fautes fréquentes faites par nos élèves de ce même niveau A1+ – A2. Ces fautes ont 
donc pour fonction d’avertir les autres apprenants pour qu’ils fassent attention.

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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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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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

« Je mange »
Et j’entres le miroir.
Je vois un royaume harmonieux.
Avec le roi, la reine, les étranges créatures.
Je vois le monde magique.

Des assis qui écoutent un chanson beau.
qui écoutent un cri tout à coup.
qui attrapent d’espace étrange.

Tout ça se confond. Tout ça se mélange.
Ça fait du mouvement. Je me suis réveill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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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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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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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r caractère allégorique que sur leur compléxité stylis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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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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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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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eigner la littérature autrement :
Ver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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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ege of European and Asian Languages, 108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1-2-4) Eurasian Master’ transmission projet », et le second : « Recherche 
corrélative sur les nouveaux médias et l’éducation interculturelle ». Les deux sont 
financés par l’Université Ursuline de langues étrangères Wenzao.

2Jalen Kahnamouipour. (2003). «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 l’espace d’un 
échange interculturel ».

3Gérard Macé. (1969). « Enseigner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 in. 
L’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ure. 2012. Paris : Hermann.

4Il est vrai que les fables choisies sont écrites en vers par Jean de la Fontaine, 
mais pour nos élèves au niveau A1 – A2, nous insisterons plus pour l’instant sur 
leur caractère allégorique que sur leur compléxité stylistique.

5Marie Barthe et Bernadette Chovelon. (2016). Je vis en France. Fontaine : PUG. P. 
35-42.

6Caroline Bouchery et Isabelle Taillandier. (2009). Le FLE par les textes. Paris : Éd. 
Belin. P. 8-9.

7Le verbes « arriver » et « exister » sont des verbes intransitifs : par mégarde, les 
élèves qui proposent ces deux verbes ne suivent donc pas la consigne du jeu.

8Nous avons laissé volontairement les fautes des élèves ( que nous avons marquées 
en caractères gras)  en pensant que ce n’était pas des cas particuliers, mais des 
fautes fréquentes faites par nos élèves de ce même niveau A1+ – A2. Ces fautes ont 
donc pour fonction d’avertir les autres apprenants pour qu’ils fassent attention.

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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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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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r caractère allégorique que sur leur compléxité stylistique.

5Marie Barthe et Bernadette Chovelon. (2016). Je vis en France. Fontaine : PUG. P. 
35-42.

6Caroline Bouchery et Isabelle Taillandier. (2009). Le FLE par les textes. Paris : Éd. 
Belin. P. 8-9.

7Le verbes « arriver » et « exister » sont des verbes intransitifs : par mégarde, les 
élèves qui proposent ces deux verbes ne suivent donc pas la consigne du jeu.

8Nous avons laissé volontairement les fautes des élèves ( que nous avons marquées 
en caractères gras)  en pensant que ce n’était pas des cas particuliers, mais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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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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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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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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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l est vrai que les fables choisies sont écrites en vers par Jean de la Fontaine, 
mais pour nos élèves au niveau A1 – A2, nous insisterons plus pour l’instant sur 
leur caractère allégorique que sur leur compléxité stylis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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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ous avons laissé volontairement les fautes des élèves ( que nous avons marqué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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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tes fréquentes faites par nos élèves de ce même niveau A1+ – A2. Ces fautes 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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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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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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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L’apprentissage d’une langue étrangère a pour but de permettre un 

échange culturel et humain. Pour parvenir à cet échange, les apprenants 

doivent appliquer dans différents cours les connaissances qu’ils ont 

acquises. Un cours de lecture leur permet une telle mise en pratique de leurs 

connaissances : en lisant, ils peuvent discerner le sens d’un texte, cultiver 

leur esprit comparatif et critique et par la suite savoir s’exprimer et 

communiquer avec les autres.

La littérature a longtemps été considérée comme « le lieu de la 

connaissance de l’homme » : par cette connaissance, le lecteur-apprenant 

acquerrait une « vision du monde », et c’est l’acquisition de cette vision par 

la lecture qui fait de la littérature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 (Delbart, 

2008).

Comment exploiter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 Quels 

genres de texte favorisent davantag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Comment évaluer la capacité des élèves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Quel décalage pourrait exister entre l’attente de 

l’enseignant et la réception des élèves ? Ce sont des questions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dans cette recherche1.

I. La littérature : un outil interculturel

La lecture propose aux élèves une « aventure d’être et une aventure de 

langage » (Briolet : 1997). Il se peut qu’elle propose aussi une aventure 

interculturelle. Mais quels genres de lecture sont propices à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 Par la suite nous allons examiner quelques 

possibilités.

A.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lbart atteste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st « un précieux outil 

interculturel pour l’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 (Delbart, 

2008 :139-151). Elle montre l’importance de la littérature non seulement en 

FLE, mais aussi en FLM (ou FL1/FLP « français langue première »), 

puisque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u français se 

concentrent exclusivement sur un 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t on voit 

bien que cette apanage de la littérature tient à sa grande richesse linguistique 

et culturelle.

Cette richesse peut être exploité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M et celui 

du FLE.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pédagogie du FLM, celle du FLE conçoit 

de plus une démarche « interculturelle » qui tient compte des « interactions 

entre le moi et l’autre, entre l’acquis et ce qui est à acquérir ».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avorise cett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lbart insiste par ailleurs sur le fait qu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considérée en contexte de FLE comme un « bloc homogène », mais 

comme « la somme de différentes sensibilités culturelles et linguistiques qui 

s’expriment en français ». Cette hétérogénéité comprend les ouvrages issus 

des auteurs franç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 Delbart cite par exemple Julia 

Kristeva, Nancy Huston, Beckett, Andreï Makine, François Cheng, Gao 

Xingjian... Ces écrivains se sont nourris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à leur 

tour contribuent à sa richess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variation qui fait 

toute la richess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n même temps qu’elle devient, 

par sa diversité, un outil littéraire interculturel incomparable pour la classe 

de français » affirme Delbart (Delbart, 2008 : 142-144). 

B. Poésie

En vue du FLE

Kahnamouipour consacrant beaucoup de temps à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nous allons nous référer à deux de ses textes dans notre étude. En 

2018,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ont publié « Poésie et didactique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 En parlant de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Iran, ces deux auteurs se sont concentrés sur la poésie.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de ce choix est que « la poésie par son rapport à la 

substance de la langue, au caractère physique, émotionnel de la langue, par 

ses lallations et répétitions, répare le choc de l’altérité linguistique en 

offrant des compensations identitaires et narcissique, que la langue 

maternelle n’avait peut-être pas offertes à ce point à l’école ». Plus loin, on 

lit encore : « la communication poétique en raison de sa richesse au niveau 

langagier, culturel et interculturel, permet de mobiliser les aspects, cognitif, 

émotif, imaginatif et créatif ». D’après les deux auteurs, la poésie constitue 

une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en Iran, c’est ainsi un genre littéraire 

familier aux étudiants. Ceux-ci peuvent entrer rapidement dans un monde 

poétique et s’en imprégner, en même temps qu’ ils arrivent à comparer les 

deux cultures impliquées dans la représentations poétiques, et à les faire 

habilement communiquer entre elles (Kahnamouipour et Abdollahi, 2018).

Cet article est dans la continuité de ces recherches de Kahnamouipour 

qui met constamment en avant la vertu de la poésie dans l’enseignement du 

FLE en vu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un autre article daté 

20032, l’auteur voit dans l’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un espace d’échange 

interculturel, parce que pour un apprenant du FLE, la poésie peu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 un instrument d’exercice de prononciation ». La poésie 

propose non seulement des qualités linguistiques et culturelles, mais aussi 

« auditives et expressives » : à travers ell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des « jeux de rimes ». 

De plus, « toute poésie peut faire référence à des réalités 

socioculturelles ». L’auteur prend l’exemple de son pays, l’Iran, où la poésie 

fait partie de la vie quotidienne : tout Iranien est sensible de cette tradition. 

En lisant un poème français, l’apprenant à tout moment a l’occasion de « 

faire une comparaison entre les images poétiques et les figures de style de 

cette littérature cible et celles de la sienne ». On sait que traduire de la poésie 

est souvent considéré « comme irréalisable » (Sinard : 2017) : pour réaliser 

cette comparaison entre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les apprenants 

doivent donc faire un grand effort. Sans doute, cet effort va-t-il renforcer 

leur connaissance des deux civilisations envisagées.

La traduction propose « une démarche interculturelle » parce que « la 

lecture est toujours active dans l’acte de traduire ». Kahnamouipour croit 

que « traduire un poème, c’est, d’une part, dialoguer avec lui, et d’autre part, 

creuser son propre fonds et introduire une forme d’intelligence dans le 

transfert d’une langue poétique à l’autre ». Par le comparatisme, on voit une 

« ouverture à une autre culture », une « ouverture à sa propre culture » et 

encore une « ouverture à l’intertextualité dans sa dimension temporelle et 

spatiale ». C’est pourquoi Kahnamouipour peut affirmer qu’il y a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ns l’éducation à la poésie.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Français

Gérard Macé partage son expérience d’enseignement de la poésie 

moderne, non pas en vue du FLE, mais pour réapprendre à lire aux étudiants 

français. Son article montre aussi les vertus de la poési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3. D’après lui, « l’étude de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ouvait 

déboucher sur une véritable découverte du langage, de la façon dont il nous 

livre ou nous délivre entièrement, de son rôle prééminent dans 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surtout dans la création de « structures » ». D’ailleurs, la poésie 

peut « plus vite et mieux qu’un autre genre faire apparaître aux élèves la 

nécessité de réapprendre à lire, et à considérer la littérature comme ayant 

une autre fonction que de « raconter une histoire » ». Enfin, la poésie 

contemporaine peut révéler aux élèves « le pouvoir des mots » et développer 

« la créativité des élèves » (Macé, 1969 : 464-469).

Tous ces vertus de la poésie font d’elle un atout pour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ce que les apprenants peuvent découvrir la langue et 

sa structure, apprécier ses richesses de connotation dans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succinctes, et ainsi sentir le pouvoir des mots. 

C. Allégorie

Dans son article intitulé « A study of teaching allegory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 Wo-Hsin Chu explique son 

choix des allégories comme outil d’enseignement pour les apprenants du 

CSL (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t ceux du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arce qu’elles peuvent montr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un 

peuple. C’est aussi ce que dit le spécialiste des allégories chinoises 

Pu-Ching Chen : « l’allégorie est un miroir qui reflète les particularités de 

chaque peuple, elle consigne et diffuse la civilisation d’une nation ». De 

plus, Chu insiste sur un des vertus de l’allégorie : elle raconte des histoires 

et tout le monde aime écouter des histoires. Raconter des choses qui 

touchent l’affectivité pourrait favoriser l’enseignement.

La pédagogie de Chu est fondée sur le comparatisme : ayant lu une 

allégorie chinoise, les apprenants devraient remarqu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ssemblances entre cette langue cible et leur langue maternelle, afin 

d’amener tout d’abord une introspection, puis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Chu, 2012).

Les fables ont la même vertu que les allégories. Et d’après Schneider et 

Jeannin : « dépouillé de sa stature figée de représentant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La Fontaine est intégré à un héritage commun et l’apologue 

retrouve son caractère universel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Dans leur cours, Schneider et Jeannin avaient choisi une version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illustrées d’estampes japonaises, ouvrage à la fois « 

production passée et réception présente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5). 

N’est-ce pas là la preuve que la fable de la Fontaine transcende les limites du 

temps ?

Texte littéraire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poésie et 

allégorie, chacun de ces genres proposés par des enseignants et des 

chercheurs a sa propre vertu pour l’enseignement du FLE, ainsi qu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Y en a-t-il un meilleur que les autres ? Et si 

on présente tous ces genres de textes dans un cours, ne sera-ce pas trop 

chargé pour les apprenants de FLE au niveau A2 ? Nous allons à présent 

montrer le déroulement d’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pour renforcer la compétence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e nos élèves de FLE. 

II. Didactique de la littérature dans un cours de lecture du FLE

Qu’il s’agisse de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de poésies ou d’allégories, 

chaque genre reflète une facette de beauté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Pour 

montrer la diversité d’une civilisation, nous allons proposer à nos élèves 

différents types de lecture. 

A. Apprenants envisagés

Nous avons conçu ce cours de lecture pour les élèves en deuxième 

année du cycle de cinq ans (correspondant à la classe de première du lycée), 

qui ont appris le français depuis un an. Normalement, leur niveau devrait 

correspondre au niveau A1 de français du CECRL. Nous tâchons ainsi de 

cadrer un cours de lecture au niveau A2.

Dans l’article présent, nous ne montrerons que quelques cours faits au 

début du semestre. Les élèves n’avaient pas eu de cours de lecture en 

première année, et n’avaient donc pas l’habitude de lire un texte. Pour cela, 

les premières semaines de cours de lecture sont importantes pour les aider à 

ne pas s’effrayer de devoir lire un texte en français. 

B. Corpus

(A)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diverses

Pour s’accorder aux critères du niveau A2, il ne faut pas s’éloigner de 

la vie quotidienne des élèves. D’ailleurs, il vaut mieux leur proposer quelque 

chose qui puisse susciter leur intérêt. Comment provoquer leur curiosité et 

attirer leur attention à travers un cours de lecture, tel est le défi. D’autant 

plus que certains élèves, après un an de français, perdent peu à peu leur 

amour de cette langue, un amour issu d’un malentendu : ils croyaient que le 

français était une langue « romantique » !

Puisque nous avons conçu un cours en vue de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est nécessaire de choisir des textes qui peuvent à la fois 

refléter l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 langue et celles de la civilisation françaises.

En fait, le département français avait assigné Echo A1et A2 comme 

méthode pour les élèves. Le programme fixé devait donc être respecté. Mais 

en dehors de cela, il conseillait aussi de recourir à des textes qui pourraient 

stimuler le zèle des élèves pour la lecture.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avons préparé une panoplie de lectures.

Nous avons choisi des textes correspondant aux niveaux A1-A2 et A2- 

B1, tirés des ouvrages Le FLE par les textes et Je vis en France. Ce sont 

donc des fables de la Fontaine et des poèmes qui ont été utilisés pour bâtir 

un cours de lecture visant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B)Description du corpus

1. Fable de la Fontaine4

Nous avons choisi la fable : La Cigale et la Fourmi pour commencer le 

cours. L’histoire raconte que la joyeuse cigale chante tout le temps et ne 

s’inquiète pas pour l’avenir. Elle n’a jamais pensé à faire des réserves pour 

survive quand viendra le mauvais temps. Quand l’hiver est arrivé, elle 

s’aperçoit qu’elle n’a plus rien à manger. Alors, elle va chercher de l’aide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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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voisine travailleuse – la fourmi – , mais celle-ci refuse de la secourir... En 

dehors du texte, pour s’accorder à la tendance d’aujourd’hui et pour montrer 

aux élèves qu’on lit encore un écrivain du XVIIe siècle, nous avons choisi 

différentes versions en vidéo de cette fable sur Internet.

2.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D’une part, les élèves savent l’importance de faire des réserves, d’autre 

part ils se soucient moins d’en faire. Mais ils s’intéressent tous au thème de 

la nourriture française : ainsi en vue d’une révision et d’un renforcement de 

culture générale concernant la vie en France et le rôle de la « baguette » de 

pain, nous leur ferons lire un texte abordant ce sujet.

La pain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le repas des Français, il est un peu l’image 

de la France. Des expressions courantes contenant le mot « pain » montrent 

son rôle important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Par ailleurs dès la première leçon du manuel Echo, les élèves ont appris 

le mot « baguette », mais à vrai dire, d’après notre expérience, nous savons 

que les élèves ne savent pas le rôle exact de la baguette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en France. Nous choisissons donc un texte qui à la fois rappelle 

aux élèves ce qu’ils ont déjà appris et leur apprendra de nouvelles choses, un 

texte intitulé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trouvé dans Je vis en France5.

3. Le muguet de Robert Desnos6

Le muguet est un petit poème, mais très riche. Par ce poème, les élèves 

peuvent apprendre la signification des fleurs et aussi des fêtes en France en 

récitant les vers : « Un bouquet de muguet... Au premier mai... ». Mais avant 

cela, nous voulons initier les apprenants au « surréalisme », car le terme est 

apparu dans la présentation du poète : « Le surréalisme est à l’ordre du jour 

et Desnos est son prophète ». Les élèves ne connaissent sans doute pas le 

poète, mais certains ont entendu parler du « surréalisme ». Nous n’entrerons 

pas dans les détails, mais les initierons à un petit jeu d’écriture jadis aimé par 

des surréalistes, le cadavre exquis. Les élèves peuvent éprouver de la joie et 

de l’étonnement en s’adonnant à ce jeu poétique.

4. Je vois

C’et un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2). 

Dans le poème, le je-narrateur décrit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 un paysage 

moins fréquent en Asie. Quelles sont les différences ? Vont-elles susciter la 

curiosité de nos apprenants du FLE ? 

5. Recette

Un poème de Guillevic intitulé Recette est présenté dans le manuel 

Echo (p. 83). Selon le modèle d’une recette, le poète donne des instructions 

étape par étape. Finalement le lecteur s’étonnera de voir que ce que le poète 

prépare n’est pas un plat mais un paysage agréable.

Nous arrêtons la liste de notre corpus, comme nous avons mentionné 

plus haut. Nous ne présenterons dans le présent article que quelques-uns des 

premiers cours du semestre. Une fois que nous aurons suscité chez nos 

élèves l’intérêt pour la lecture, nous leur présenterons d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plus longs : des contes, des extraits d’écrivains renommés, comme 

Le Clézio, Duras, Hugo... (dont les extraits recueillis dans Le FLE par les 

textes). Un des critères majeurs de notre choix consiste à faire lire à nos 

élèves des écrivains qui ont été traduits en chinois. Ainsi après le cours, ceux 

qui veulent connaître plus amplement les romanciers peuvent accéder plus 

facilement au monde de la lecture sans être empêchés par le niveau de 

langue.

C. Une approche croisée pour planifier le cours

« L’approche « croisée » engage un dialogue explicite entre deux 

cultures a priori sans aucun lien ». Et on espère que ce dialogue pourra 

susciter un « entrechoquement des cultures et des espaces-temps » 

(Schneider et Jeannin, 2019 : 10).

Cette approche « croisée » s’adapte bien à notre cas, parce que les 

élèves ont grandi dans une société où la culture française n’est pas très 

présente. La plupart d’entre eux croyaient même que la France est un pays 

romantique – une croyance acquise par ouï-dire et sans aucune preuve 

véridique. L’entrechoquement – s’il est provoqué par notre projet – pourra 

aider nos apprenants de FLE à démystifier certains malentendus sur la 

France. Après tout,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ne doit jamais 

se fonder sur des erreurs.

III. Exploit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Pour développer chez les apprenants la compétence pour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il ne suffit pas de leur apprendre à lire des 

textes qui racontent la vie d’un autre pays au bout du monde. Savoir lire 

n’est que la première chose à apprendre pour un élève du FLE, mais un futur 

citoyen du monde, soucieux d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oit avoir un 

cœur ouvert pour accepter des entrechoquements, il doit savoir apprécier ce 

que les autres ont de différent, et s’exprimer correctement pour entrer dans 

une bon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A. Des activités à la suite de chaque texte étudié

Un texte peut être lu différemment selon l’âge ou la nation de lecteur. 

Pour nous, nous avons visé d’abord à amener les élèves à saisir le sens du 

texte, ensuite à comprendre la culture qui s’y lit en filigrane, puis à le 

confronter à leur propre culture et enfin à pouvoir exprimer l’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Ayant lu la fabl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nous avons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se mettre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s’ils étaient la fourmi, aideraient-ils leur 

voisine la cigale ?

A propos du texte : « Une baguette, s’il vous plaît ! », il faut non 

seulement savoir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e la vie quotidienne utilisant le 

mot « pain » (par exemple : gagner son pain, avoir pain sur la planche, etc.), 

mais il faut aussi savoir comment manger une baguette ! Cela paraît évident 

pour un Français, mais ça ne l’est pas pour un Taïwanais. Jamais dans une 

boulangerie française le boulanger ne vous demandera s’il doit vous couper 

la baguette et en combien de portions ! Le professeur devra expliquer aux 

élèves que la façon de manger le pain n’est pas la même en France qu’ici à 

Taïwan.

Un petit exercice d’écriture collective pour leur rappeler les éléments 

d’une phrase. Ce jeu d’écriture invent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va inaugurer 

l’étude des trois petits poèmes : Le muguet, Je vois et Recette.

Dans le poème Je vois, il faut reconnaître les éléments vus et 

mentionnés par le poète. Puis, les élèves doivent discerner les ressemblances 

et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a place décrite dans le livre et celle qu’ils 

fréquentent dans leur vie. Enfin, nous les invitons à dépeindre un endroit 

qu’ils ont « vu », sur le modèle du poème étudié.

Pour le poème Recette, nous les encourageons à inventer leur propre « 

Recette » pour composer quelque chose qui, à la fin, se révélera être tout 

autre chose que de la nourriture !

B. Réflexions et retours des élèves

(A)Ne plus dire : «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

A Taïwan, la baguette se vend aussi dans certaines boulangeries. Pour 

cela, les élèves font parfois une telle phrase : « Ce matin j’ai mangé une 

baguette... ». Parce que la plupart des élèves n’ayant pas de contact avec la 

culture française croient qu’on met directement la baguette dans la bouche 

tout comme ils mangent d’autres pains à Taïwan. Ayant lu le texte et écouté 

les explications du professeur, les élèves voient bien comment on se sert de 

la baguette à la française.

(B)La Cigale et la Fourmi

Ayant lu une fable, l’important est de connaître sa morale. Une fois que 

les élèves ont saisi le sens de l’histoire, nous leur avons posé la question : si 

vous étiez la fourmi, aideriez-vous la cigale ?

La majorité des élèves a répondu : « non » ! Ils se sont peut-être trop 

mis à la place de la fourmi – avec un esprit critique – en pensant que la cigale 

aurait dû travailler. D’autres disaient : si je lui donnais de la nourriture, je 

n’en aurais peut-être plus assez pour passer l’hiver...

Certains, plus humanistes, ont dit : j’aiderai la fourmi, sinon elle va 

peut-être mourir.

Enfin quelques rares élèves (environ cinq pour cent ), sûrs et fiers 

d’eux-mêmes, ont déclaré : J’aiderai la fourmi, parce que je suis gentil et 

bon !

Ces diverses réponses montrent que la lecture d’une fable pousse les 

élèves à réfléchir. Par ailleurs, s’établit un rapport entre la lecture et la vie de 

l’apprenant. Les élèves prennent au sérieux la question posée, parce qu’il 

s’agit de la vie ou de la mort ! Nous pouvons ainsi dire que lire une fable de 

la Fontaine n’est pas démodé, les élèves en tirent une leçon.

(C)Un jeu d’écriture amusant et étonnant

Des élèves ont entendu parler du surréalisme. Quelques-uns 

connaissaient la peinture de Dali, mais pas plus. Pour leur faire découvrir le 

surréalisme, nous leur apprenons le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auquel 

s’amusaient autrefois les surréalistes.

Voici les « cadavres exquis » réalisés par nos élèves :

« Une extrémiste agréable prend une affiche facile. »

« Cinq bouteilles de bière mondiales fabriquent une baguette 

quotidienne. »

« Deux stylos magnifiques mangent la petite boulangerie. »

« Un nez allongé arrive (à) la princesse typique. »

« Mon amoureux satisfaisant regarde une grande campagne. »

« La ballerine étonnante existe le certificat allongé. » 

« Beaucoup d’enfants variés font des valises dangereux. »

C’est sans doute un jeu de hasard, parfois se présentent de belles 

phrases, parfois des phrases insensées. Mais dans l’un comme dans l’autre 

cas, les élèves ont pris plaisir à ce jeu. À travers ces phrases, nous voyons 

bien que certains élèves n’ont pas encore bien distingué le verbe transitif et 

le verbe intransitif7. Une autre remarque est qu’ils emploient beaucoup de 

mots qu’ils viennent d’apprendre. Ce jeu d’écriture donne ainsi aux élèves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 qu’ils viennent d’étudier. Ce jeu n’a donc pas 

qu’un but amusant, il renforce le savoir acquis.

Ce n’est qu’après leur exercice d’écriture qu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le plus connu créé par les surréalistes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Mais l’indifférence des élèves nous a bien surpris – ils le 

trouvaient bizarre, ce vers –, alors qu’ils étaient très contents des phrases 

qu’ils avaient créées.

(D)Je vois...

Dans la méthode Echo A1 se trouve à la page 82 le poème de Louis 

Calaferte « Je vois », le narrateur raconte ce qu’il voit sur une place. A côté 

du poème, l’éditeur à mis une photo sur laquelle on voit une petite fille qui 

tient à la main droite un sac plastique rempli de miettes du pain, et qui, de sa 

main gauche, les lance à la volée aux pigeons qui l’entourent..., une scène « 

très française (européenne) » mais moins fréquente pour nos élèves 

taïwanais.

La tâche des élèves est de choisir une scène de leur vie quotidienne et 

de la décrire en imitant la structure du poème lu et mieux encore 

d’accompagner leur création poétique d’une image. Par la suite, ils doivent 

présenter leur œuvre devant la classe le jour où un assistant français est 

présent au cours. La présence de celui-ci aide les élèves à s’habituer à la 

communication réelle et directe avec un Français.

Voici ci-dessous un exemples de poème fait par deux élèves, elles 

imitent le poète et donnent leur propre version. Nous pouvons le comparer 

au modèle :

Ce poème décrit une scène inspiré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rendre le 

métro fait partie de la vie des habitants métropolitains, à Taïwan tout comme 

ailleurs. Ces vers peuvent susciter la complicité des autres. En même temps, 

on peut sentir la fierté de ces deux élèves qui, en décrivant une scène banale 

de leur vie, montrent la discipline et la propreté dans le métro à Taïwan : des 

qualités appréciées par beaucoup de touristes étrangers.

En fait, même si nos élèves arrivaient à bien comprendre ces poèmes 

quand leurs camarades les leur présentaient, il est bien évident qu’il leur 

aurait été difficile de s’en souvenir après les avoir seulement écoutés une 

fois. Nous pensions que c’était bien dommage de ne pas laisser de trace de 

ces créations poétiques, et nous avons donc invité les élèves à envoyer leurs 

œuvres sur Internet. L’école a pour chaque cours une plate-forme nommé 

e-Cloud e-learning qui propose un espace d’échange : les élèves peuvent 

afficher leur travail et les autres peuvent manifester leur avis par « j’aime », 

donner des commentaires et même partager le contenu avec les autres.

Tous les élèves ont donc été invités à partager leurs œuvres, mais ce 

n’était pas obligatoire, puisqu’ils avaient déjà fait leur présentation. 

Finalement il y a eu peu de participants, un quart seulement des élèves ayant 

fait l’effort de mettre leurs poèmes sur Internet. Mais à notre grande surprise, 

deux groupes d’élèves ont refait leur présentation et écrit un nouveau 

poème ! Deux élèves ont remplacé le titre du poème par « Je mange ». L’autre 

groupe propose une version intitulée « Je rêve ». Cela montre que certains 

élèves aiment la création poétique et qu’ils ont envie d’améliorer leur 

ouvrage et de le communiquer aux autres.

Le premier poème ci-dessous intitulé « Je mange » décrit les scènes 

d’un marché de nuit. Ce genre de marché est une des caractéristiques 

locales, aimé par les taïwanais et fascinante pour les touristes étrangers. 

Pour cette nouvelle création poétique, les deux élèves ont créé un fichier 

PowerPoint et trouvé pour chaque vers une image correspondante. Cette 

œuvre pourrait servir au bureau du tourisme pour faire la publicité des 

marchés de nuit !

Quant au deuxième poème proposé par deux élèves, au contraire, il est 

plus intime et raconte un rêve personnel. Le je-narrateur en regardant un 

miroir entre dans un « royaume harmonieux » où résonne un beau chant... Le 

voyage onirique s’achève dans un cri qui réveille le rêveur. Non seulement 

ce poème est plein d’imagination, mais les élèves ont aussi voulu illustrer 

leur « monde magique ». Par ce travail, les deux élèves montrent que leur 

talent pour la peinture est aussi communicatif que leur écriture poétique.

(E)Recette

Il faut avouer que les capacités d’inventivité des élèves sont 

étonnantes ! D’ailleurs, moins il y a de contraintes assignées par le 

professeur, plus il y a de variations de créativité chez les élèves. Ayant saisi 

l’esprit du poème « Recette » qui est en effet la composition d’une vie 

paisible à la campagne et non pas celle d’un plat, les élèves sont invités à 

créer leur recette.

Les photos ci-dessous montrent une partie du travail proposée par nos 

élèves. On constate que toutes les « recettes » sont inspirées de la vie, elles 

donnent pour la plupart la vision d’un petit bonheur, mais chacun a son 

paradis, aucun n’est semblable à l’autre. Chaque poème est accompagné 

d’une image, celle-ci est réalisée par des outils divers : photos en couleur ou 

en noir et blanc, peintures à l’aquarelle, au crayon, au stylo de couleur ou au 

crayon de couleur...

Pour montrer cette diversité, nous avons mis ces ouvrages sur 

Facebook. Grâce à ce réseau social, les élèves peuvent montrer leurs œuvres, 

apprécier le travail d’autres camarades ; de plus, profitant de l’Internet nos 

apprenants du FLE arrivent à ouvrir une fenêtre pour 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C. Réflexion : décalage entre projet et résultat

Ce cours de lecture, nous l’avons conçu comme un lieu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réation qui prépare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our cela c’est un cours actif et non pas comme un cours de 

lecture où les élèves ne seraient que spectateurs.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les réactions des élèves sont positives et que 

leur enthousiasme a dépassé notre attente. Il est vrai qu’une grande partie 

des élèves participe aux activités parce que c’est obligatoire, mais comme on 

vient de le voir, certains élèves ont voulu faire plus que ce qui leur était 

demandé, refaisant leur travail pour donner à voir une meilleure version.

Par ailleurs, par une approche « croisée » destinée à provoquer un « 

entrechoquement » des deux cultures,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a résonance 

des élèves est bonne et qu’ils sont capables de transformer les modèles 

français en les adaptant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t 

entrechoquement qui les amène à une appréciation d’autres cultures 

provoque chez eux le désir de montrer ce qu’ils connaissent et apprécient 

dans la leur. Pour cela, nous pouvons dire qu’ils sont prêts pour une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D’autre part il convient, en tant que professeur, de prendre en compte 

que ce cours de lecture s’adressait à des élèves du niveau CECRL A2 : 

malgré leur bonne volonté pour devenir citoyens du monde, ils ont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apprendre. Par exemple, nous voulions les initier au 

jeu d’écriture collective des surréalistes. À la fin de l’exercice, nous leur 

avons cité le vers emblématique de ce jeu : « 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 ». Il y eut alors des réactions inattendues de la part de deux ou trois 

élèves : ils ont fait la grimace ! Ils n’ont pas apprécié ce vers, parce que pour 

eux – qui sont mineurs – le cadavre provoque une horreur et parce que la 

plupart d’entre eux n’ont pas encore connu le goût du vin. Quant à la tension 

entre les mots du vers, elle ne pouvait pas leur être évident, vu leur niveau 

du français. Cela nous a donné une leçon : il ne faut pas agir avec trop de 

précipitation.

Une dernière remarque : nous sommes en face d’une génération 

habituée à la stimulation des médias. Cette stimulation comprend deux 

caractères majeurs : l’abondance d’informations et la rapidité. Nous avons 

remarqué que les élèves s’intéressent à chaque genre de lecture : la fable, la 

poésie, les textes littéraires en prose (contes, extraits de romans...) et des 

œuvres littéraires transposées en vidéo sur Youtube. Les élèves s’ennuient si 

on leur propose le même genre de texte deux fois de suite. Pour les aider à 

garder leur attention, il faut passer d’un genre à l’autre, comme s’ils 

surfaient sur Internet. Par ailleurs les fables et les poèmes correspondant à 

leur niveau sont relativement courts et donc rapides à apprendre. Cette 

rapidité correspond aussi à leur rythme de vie. 

Conclusion

Une diversité de lectures peut à la fois captiver le regard des élèves et 

enrichir leurs connaissances. Ces deux vertus à leur tour vont contribuer à 

stimuler leur apprentissage du FLE. Un cours de lecture créatif et 

communicatif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e propédeutique à la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elle, parce que dans un tel cours, les élèves voient 

qu’entre autrui et moi il n’y a pas vraiment d’opposition : autrui comme 

miroir peut m’aider à me construire moi-même (Abdallah-Pretceille, 2004 : 

36-39). En lisant et en imitant, les élèves arrivent à employer les expressions 

d’autrui – ici, le français – pour parler de leur vie et de leur pays.

Ces élèves sont entrés dans le jeu de la lecture : en lisant ils tissent une 

relation entre la lecture et leur vie. De plus, ils se lancent dans le jeu de 

l’inven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e sont des « liseurs » - d’après Michel 

Picard (Picard, 1986 : 214) – qui maintiennent un contact avec « la vie 

physiologique, la présence liminaire mais constante du monde extérieur et 

de sa réalité ».

Mettant le fruit de leurs études sur Internet et profitant de la facilité 

d’une communication sans frontière, nos apprenants du FLE se mettent ainsi 

en route pour devenir des citoyens du monde et promouvoir une plus ample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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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家宇宙論與希臘、中國創世神話比較

陳思穎*

中文摘要

中國道家的宇宙論最早見於《道德經》：「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指的是形而上的道體，至大無外、至小

無內，無所不包，包含理性與非理性的成分，即「無」；「一」是陰

陽未分前的狀態，渾沌希夷，不能以感官加以析證；「二」是陰陽已

分天地已成、道的具體落實，即「無」與「有」；「三」可視為道家

又「無」又「有」的「玄」，故能創生萬物。由「一」至「三」的發

展是層次的降落與具象化，每一次層次的降落都獲得更具體的形象，

卻也流失了一些抽象的質性，然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單純陳述

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一」恰可與混沌相對應；「二」是無能

生有的無有對舉，也是陰陽二分，如大地之母自行生出天空之子烏

拉諾斯；「三」可生萬物，是宙斯形象自由多變，展現了強大的生

衍能力。道家的宇宙論以敘事型態的希臘神話相比對，前者是層次

的降落，後者世代的衍生，相互應對的關係在解釋、理解時提供了

彼此更具體、完整的管道。

關鍵字：道、卡俄斯、渾沌、陰陽、蓋亞、盤古、宙斯

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班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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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Cosmology 
And Greek, Chinese Creation Mythology

Chen, Si-Ying

Abstract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The cosmology of Chinese Taoism was first seen in the "Tao De 

Jing": "Tao produces one, one produces two, two produces three, then 

varied and are born the universe of all things." "Tao" refers to the 

metaphysical Tao body, with nothing outside and nothing inside. 

Everything is included, contains the elements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that is, "nothing"; "one" is the state before yin and yang are 

undivided, which is chaotic and cannot be analyzed by the senses; "two" is 

that yin and yang have been divided into heaven and earth, also the concrete 

realization of Tao, can also be called as "nothing" and "being"; "thre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xuan" of Taoism, that is the state "nothing" and "being" 

exist at the same time, so it can create all things by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development from "one" to "three" is the descending and 

concretization of levels. Each level of descending obtains a more concrete 

image, but also loses some abstract qualities. However, the so-called level 

does not mean praise or criticism. It only means the change from the 

abstract layer to the concrete layer.

Corresponding to the Greek mythology, "one" can correspond to 

chaos; "two" refers to "nothing" and "being", and it is also the dichotomy of 

yin and yang, such as the mother of the earth Gaia, giving birth all by 

herself to Uranus, the son of the sky; "three" produces everything, 

correspond to the free and changeable image of Zeus, showing a strong 

ability to reproduce. Taoist cosmology is compared with narrative G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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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hology. The former is a descending of levels, and the latter is a 

generational derivation. The mutual coping relationship provides a more 

specific and complete channel for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Keywords: Tao, Chaos, Yin and Yang, Gaia, Pangu, Z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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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The cosmology of Chinese Taoism was first seen in the "Tao De 

Jing": "Tao produces one, one produces two, two produces three, then 

varied and are born the universe of all things." "Tao" refers to the 

metaphysical Tao body, with nothing outside and nothing inside. 

Everything is included, contains the elements of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that is, "nothing"; "one" is the state before yin and yang are 

undivided, which is chaotic and cannot be analyzed by the senses; "two" is 

that yin and yang have been divided into heaven and earth, also the concrete 

realization of Tao, can also be called as "nothing" and "being"; "thre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xuan" of Taoism, that is the state "nothing" and "being" 

exist at the same time, so it can create all things by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development from "one" to "three" is the descending and 

concretization of levels. Each level of descending obtains a more concrete 

image, but also loses some abstract qualities. However, the so-called level 

does not mean praise or criticism. It only means the change from the 

abstract layer to the concrete layer.

Corresponding to the Greek mythology, "one" can correspond to 

chaos; "two" refers to "nothing" and "being", and it is also the dichotomy of 

yin and yang, such as the mother of the earth Gaia, giving birth all by 

herself to Uranus, the son of the sky; "three" produces everything, 

correspond to the free and changeable image of Zeus, showing a strong 

ability to reproduce. Taoist cosmology is compared with narrative Greek 

mythology. The former is a descending of levels, and the latter is a 

generational derivation. The mutual coping relationship provides a more 

specific and complete channel for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Keywords: Tao, Chaos, Yin and Yang, Gaia, Pangu, Z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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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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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希臘創世神話道家宇宙論

道生一 「一」是天地陰陽未分之卡俄斯

三生萬物 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透過陰陽交合產生新世代

一生二 卡俄斯與其女蓋亞可不經由性之交換，完全獨立生成，

無可生有，無、有對立是為「二」

二生三 「三」為透過有性生殖產生的宙斯，同樣也具有生的能

力，但生開始都要靠陰陽交合作用，個體無法獨自完成

173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1《老子‧四十五章》

6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學生書局，1963年），頁25。
7引傅偉勳：《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65年）。

8王家傳：〈後現代主義視域下看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南京社會科學學報第

四期，2008年） ，頁106。

9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臺北：遠流出版社，2010年），頁

104。
10清．郭慶藩編，民．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群玉堂，1991
年），頁800。

11同上。

12唐娜．喬．納波里著、魏靖儀翻譯：《國家地理希臘神話故事――天神、英

雄與怪獸的經典傳說》（臺北：大石國際文化，2015），頁12。 13同上。

14賴錫三：〈《老子》的渾沌思維與倫理關懷〉（臺大中文學報第四十九期，

2015年），頁10-11。

15唐代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新修大藏經》36冊），

卷42，頁320。引東吳徐整《三五曆記》，誤題「三王曆」。

16武絨：〈中西創世神話之比較〉，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第九期（2009），頁

202。 17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頁98。

18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頁99-101。

2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頁98。
3《老子‧十四章》
4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臺北：遠流出版社，2010年），頁

77。
5《論語‧陽貨十九》

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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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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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176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Cosmology 
And Greek, Chinese Creation Mythology



1《老子‧四十五章》

6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學生書局，1963年），頁25。
7引傅偉勳：《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65年）。

8王家傳：〈後現代主義視域下看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南京社會科學學報第

四期，2008年） ，頁106。

9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臺北：遠流出版社，2010年），頁

104。
10清．郭慶藩編，民．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群玉堂，1991
年），頁800。

11同上。

12唐娜．喬．納波里著、魏靖儀翻譯：《國家地理希臘神話故事――天神、英

雄與怪獸的經典傳說》（臺北：大石國際文化，2015），頁12。 13同上。

14賴錫三：〈《老子》的渾沌思維與倫理關懷〉（臺大中文學報第四十九期，

2015年），頁10-11。

15唐代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新修大藏經》36冊），

卷42，頁320。引東吳徐整《三五曆記》，誤題「三王曆」。

16武絨：〈中西創世神話之比較〉，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第九期（2009），頁

202。 17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頁98。

18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頁99-101。

2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頁98。
3《老子‧十四章》
4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臺北：遠流出版社，2010年），頁

77。
5《論語‧陽貨十九》

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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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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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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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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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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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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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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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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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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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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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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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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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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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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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網際網絡的建立壓縮了時間與空間的阻隔，使地球上的各個文

化交流頻繁，這是古往今來未曾有的。新時代的地球人當然應該繼

承自有文化，更應跳脫狹窄的目光，從文化彼此間被動的融合，邁

向主動。積極的認識不同文化並比較其異同，從而能選擇或發展出

新的世界文化形態。

各國民族對於宇宙天地的生成創建都有自己的神話與解釋，呈

現出各有特色的宇宙觀。然而這些看似紛繁互異的理論或故事，各

有甚麼相同或互異呢？筆者認為因為文學領域中的神話與哲學中的

宇宙論在表現形式上雖然不同，但在內容涵義上則有可會通、比較

之處，這個主題不僅有趣，而且有溝通文化的價值，故作此文以試

論之。

中國宇宙生成論最早見於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

混沌希夷、不可把握的「道」，是形而上的存在。從這個道體中生出

了「一」，這個一具有了體，雖然還是處於蒙昧希夷的狀態，但是道

已開始落為形而下的層級。之後「一」又分為陰陽，是為「二」，陰

陽交合生成「三」，「三」則綿衍為紛繁的萬「物」，共構成萬千世

界。這樣的層級、順序，一經比較，其實與希臘創世神話之理共通，

本文便以此段經文為綱要，對應希臘與中國創世神話，期以掌握先民

對宇宙天地創造既樸素又美麗的思想。下表為本文以道家宇宙論階

段，對應希臘創世神話之內容一覽：

二、「道」生「一」

(一)形上之道

「道」指的是形而上的存在，即道體，乃是一切存有、現象、

實體的終極實在與依據，具有創生一切的能力。《老子•第四十二

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關於《老子》本章牟宗三與王邦雄的解釋有所異同。

牟宗三從形而上的存在之理，以《老子》第一章解第四十二章。「

一」之義是「無」，「二」之義是「無」與「有」，「三」是又「

無」又「有」的玄，「三生萬物」則是「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王邦雄則從形而下的形構之理而言，涉及「氣」。形構之理的「一」

是「氣」，「二」是「陰陽」，「三」是「陰陽之和」。

對應到希臘神話中的渾沌卡俄斯，同樣具有創生的作用。而且

卡俄斯生出自己的眾子女，完全獨立完成，可以無中生有，不需要

目的——即牟宗三所說的「道的徼向性」——也沒有對象。牟宗三

說：「我們平常起一個觀念，不一定要有個對象，那是知識論的講

法。有時也可以沒有對象而突然間由根源上創發出一個觀念來，這

就是創造。……講創造就是要和對象直接間接任何的牽連都沒有，

也可以發一個徼向性，才叫創造。」2

而《老子•第十四章》對於道的形容是：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

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能知古始，是謂道紀。3

王邦雄解析此章，以為道不能通過官覺感受它的存在，因為它不是

一個客觀有形的存在；道也沒有上下、前後、古今之分。但道家的

道，是有秩序的軌道。

能知自古以來的自然常道，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也就是人生的軌道律則了。所謂歷史文化、

人文傳統的存在，對道家而言沒有多大意義。古之有即今之有，

古之道即今之道，千古長在，且千古如一，所以能知古始就可

以統御今之有，因為道貫古今啊！不是人文傳承的統貫，而是

天地自然的理序軌道。4

這個道體，無法用感官感知驗證，所以說「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搏之不得」，但如能把握則可溯古知始，是萬物演化的規

律。哲學中往往強調道的理性、秩序、規律的層面，如在儒家強調

其理性、秩序的涵義，認為萬物生成皆依循道之規律與秩序性，子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或孟子引用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6此則

牟宗三所指：「道德的秩序亦為『宇宙的秩序』。」而在西方哲學

中，對應於「道」一詞的是logos，即邏輯，也僅具有理性與秩序的

涵義，傅偉勳說：

古希臘哲學用語之中，logos一辭最為重要，有如儒家的「仁」，

道家的「道」，佛家的「法」。Logos的動詞(legein)字根leg-原

意謂著「收集」或「搜羅」，由此引申而有「數算」、「枚舉」

(katalegein)、「言談」之義。名詞化了的logos亦隨著原有動詞

的種種義涵而具有「蒐集」、「計算」、「目錄」(katalogos)、

「話語」、「說明」等義。……從赫拉克里特斯到亞里斯多德，

logos的義蘊代代深化，乃產生了(支配萬物的) 「法則」，(通過)

思索的結果所獲得的有關事物的「根據」或「理由」，(數學上

的) 「比例」，(規定事物相互關係的) 「尺度」或「準繩」，

「思考能力」，「理性」，「人�精神」，「思維內容」，「論

理」，「定義」，「語言」，「文法」，「學問」等等豐富多彩

的新義出來。7

但是，道體內容只有如道家、儒家與西方之logos之所指嗎？筆

者認為除了理性與秩序外，道體還應該包含了非理性與無序之內涵，

或者可以說，道是永遠有規則規律的，但那樣的規則規律並未必能

為人類所完全理解、把握。所以《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體玄深遠大，並非感官所能經驗、理

性所能證析的產物，亦非語言文字所能表詮。道之理性與秩序是後

期逐漸梳理出來的，並非其初始貌，然人之所未能言，不代表道就

不具有。同樣主張道包涵非理性、無秩序層面的學者王家傳說：

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具有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非理性、反

諷性、非邏輯性、策略性、不確定性、遊戲性和詩性等是老子思

想的重要特徵。當然，老子畢竟不是一個完�意義上的後現代主

義者，老子的思想中也存在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因素。老子

常以規律的形式來宣傳他的道德理念，常以實然判斷的形式來表

達應然判斷的東西。處於前現代社會背景下的老子天才般地預見

到理性主義的氾濫將會給人�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所以他在現

代理性主義氾濫之前就建構了一種具有非理性特徵的，以和平、

平等、自由與和諧等為內涵的「道文化」。8

這種在宇宙生成之前，形而上、兼具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混亂的

道，不見於西方哲學中，但可見於神話與《老子》。在柏拉圖理型世

界，或儒家思想中，道是理性、秩序的概念，但在《老子》是有一兼

有理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本體存在的，而在希臘神話中，沒有

上溯至本體的層面，但道體初步落實於實在面的卡俄斯（Chaos）――

混沌，就是沒有秩序、混亂的意思。

在這個階段中，道是形而上、不具有實體的，而且兼具理性與

非理性，秩序與無序，涵攝萬物統籌萬理而表現於萬物。於道而言，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二)道生一為無中生有的創生――卡俄斯與莊子「渾沌」

不論東西方形上道體基礎的差異，東西方的道體同樣具有派生

的能力，形上的道落實到現象面，生出了「一」。「一」指的是一

個陰陽未分的狀態，來自於「道」。而這個「生」字，牟宗三特別

強調於道家的道而言，宜言創生，不宜言創造。

道家的道和萬物的關係就在負責萬物的存在，籠統說也是創造。

這種創造究竟屬於甚麼型態﹖例如「道生之，德畜之」(五十一

章)道也創生啊!莊子也說：「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大宗師)。

天地還要靠道來創生，何況萬物﹖……所以要用現在的話說創生

創造不能算錯，但你要是再進一步了解，就知道用創造這個名詞

很不恰當。……因此創造creativity，creation用在儒家是恰當的，

卻不能用於道家。9

《淮南子》說：「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是「有四方上下，

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10，是無垠無涯的空間概念，宙是「有古今之

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1，是無限延伸的時間概念。而道之所生在初始

稱為「虛霩」，代表尚未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框架，沒有時間空間

的意義就是沒有秩序，沒有理性。這一的第一階段對應到希臘神話中

稱為「卡俄斯」，亦即「渾沌」。唐娜．喬．納波里這樣敘述此非理

性的存在：

空虛的卡俄斯中，海洋土地與空氣不知道為什麼就出現了。它們

四處飄盪，互相交融。水不能遊地不能走，空氣也不能吸。任何

炙熱的東西都可能很快變冷，任何冰涼的東西都可能�間化為烈

焰。所有東西的形狀都在變化，質地也在變化。各種物體都能輕

易和別的融合，然後突然間碰！其中的一個或雙方可能變得堅硬

無比。原本沉重的變得輕盈，原本輕盈的向下墜落……自然的法

則呢？不管用，事實上根本沒有自然可言，在這片混亂中，唯一

的恆定就是秩序的缺乏。12

渾沌的本質就是沒有秩序，在渾沌中發生的變化急遽猛烈而毫無定理

可循。筆者以為，在西方哲學中道體所缺失的非理性、無秩序義涵，

其實是存在於希臘神話中的，而神話中這份特質為什麼被西方哲學家

忽略了，是一個有趣而尚待研究的子題，為了不偏離本文主題，暫且

擱下。

此階段對應到中國哲學，《莊子‧應帝王》說了一則關於渾沌

的寓言故事：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

日而渾沌死。

道體原是渾然整全、不可分割，不能以感官或理性的分析而掌握，

而當以整全的直觀感通。然而因為開鑿七竅、因為陰陽二分、天地

兩闢，從此道體的整全喪失了。人的理性再如何強加析理，也無法

掌握道體的全部，只能掌握一偏。

三、「一」生「二」

道生一的生是從無到無，內發的創生，而一生二的生，依然是

無中生有，也是內發，不倚靠外力自我完成。「二」所指的是既已

分離之陰與陽。陰陽原本未分，但有一股力量在希臘神話中稱為蓋

亞，中國則稱為盤古，能夠生天生地，在中國這個概念又稱為陰陽

二分。陰陽析分了之後，必須陰陽交會才能生，陰陽不交則不生，

陰與陽都不再整全，無法自生。

形而上層面的道體降落層次，先成為沒有時間空間等秩序的渾

沌，渾沌接下來會分為陰陽二氣。這個正要開始分裂的渾沌，比卡

俄斯更具體更具象了，對應到希臘神話中，就是大地之母，或稱為

力量之母――蓋亞（Gaia）。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渾沌卡俄斯要生出蓋亞呢？為什麼道的

層次要再下降呢？那是因為卡俄斯自己本身缺乏秩序，所以他「需

要」生出秩序、理性。唐娜．喬．納波里說：「需求的本質正是缺

乏。從這原始的需求中誕生。她（蓋亞）憑空出生，有需求，就可

能發生這樣的事。」13

賴錫三更進一步說明渾沌與物之間形成了雙重否定、雙邊不住

之來回：

弔詭的是，渾沌之道也不可能完�停留於「在其自己」的原始

無形式狀態，正如上述曾言，《老子》亦強調渾沌之道不離於

「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它絕非純然無物無象的真空之

道。《老子》的完整主張在於：一方面，道必然也要「否定」

「絕對無」的純粹（住守）渾沌狀態，以便展開「其中有物」、

「其中有象」的物化開顯；另一方面，從渾沌流出萬物後，萬

物也必須「否定」封閉而孤立的「絕對有」，從而使萬物仍能

敞開於「渾沌之道」的「其中（水域）」來開顯自身。換言之，

渾沌並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必須走向物化而流出渾沌；同

樣地，物象也不能住守於在其自己，它也必須敞開物化而流向

渾沌。14

由以上引文可知渾沌之道物化的理由，只可惜理論上是形成如活水源

頭般的循環論證，但在神話中卻一路物化不再回頭、返回渾沌。

而這個陰陽未分的「一」對應到中國神話中，是天地間生出一

顆蛋，後來這顆蛋孕育出分天地的盤古。希臘神話中分陰分陽的是

女神蓋亞，在中國則是巨人盤古。這兩位男神女神，是中西方創闢

天地的大神，同樣完成了分天地、陰陽的大功。

不論是蓋亞或是盤古，天地自他們而二分而成，但是方式不盡

相同。蓋亞從沙子中分離出空氣與水，而分別造成了沙漠與沙灘，

而水往下匯聚成巨大的海洋，空氣則上昇成為蒼穹。蓋亞命海洋之

神為龐圖斯，天空之神為烏拉諾斯（Uranus）。蓋亞還打開自己的

血管，讓江河與小溪流過，形成大大小小的湖泊，也讓氣體鑽入體

內，形成裂縫，甚至有一道特別大，是通往陰間的洞口。蓋亞完成

了分天分地的任務，然她並沒有死去，她還留下與她自己的孩子繁

衍諸神、干預諸神。蓋亞在這裡展示出她與卡俄斯一樣，具有無中

生有，獨力完成無性生殖的能力。

相較於希臘的蓋亞，中國盤古則犧牲多了，「天地渾沌，盤古

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主於天地。天日高一丈，地

日厚一丈，盤古亦長一丈，如此萬八千年，然後天地開闢。盤古龍

身人首，……開目成晝，合目成夜，呼為暑，吸為寒，吹氣成風雲，

叱聲為雷霆。盤古死，……目為日月，髭為星辰，眉為斗樞，九竅

為九州，乳為崑崙，膝為南嶽，股為太山，尻為魚鱉，手為飛鳥，

爪為龜龍，骨為金銀，髮為草木，毫毛為鳧鴨，齒為玉石。汗為雨

水，大腸為江海，小腸為淮泗，膀胱為百川，面輪為洞庭。」15盤古

在開完天、闢完地這樣的大事業後，便過世了。他並非從自己以外

來索取創作的資材，而是以自己的軀體化為日月星辰與山川、動植

物。

比較這兩則神話，首先不難發現中、希創世神的性別不同。然

筆者認為蓋亞或盤古的性別，其實都是兼具陰陽、既男且女的，敘

說故事時以男或女來指定他們的形象只是為了敘事方便，理解具體。

就性質上而言，這兩者都標幟著陰陽未分、天地未開的過渡狀態，

應該要視為兩股能分天地「力量」；就功能上而言，這兩股力量都

具有分判陰陽、生成天地的能力。性別只是當初先民在把這股分陰

陽的力量擬人時的喜好，中、希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好選擇雖然已不

可得知，但是從功能面來看，這股力量的本身其實是沒有性別的，

或者說，尚未有性別的，因為他們在陰陽未分之前的階段，所以不

會有區別。

故事中兩尊力量神除了性別的不同，其創生天地的方式也存在

著相異之處。學者武絨說：

在希臘創世神話中我們卻可常見通過兩性的結合來「生出」天

地萬物：大地生出天空、山脈與大海；大地與天空合生泰坦神，

泰坦神間又合生眾神及萬物，就連黑暗、黎明、春夏秋冬等自

然現象也是生出來的。而中國則完�是一種巨人創造型神話，

且中國的創世神的創世活動常常帶有更多的艱辛與悲壯。創世

神有時還要為創世付出生命的代價。如盤古垂死化身，身體髮

膚和骨血氣息皆化作河山草木、日月風雲。拉祜族的創世神厄

莎造了天地之後，天地沒有骨而太軟，他就把手骨腳骨抽出做

了天骨地骨。在這裡，創世沒有田園詩那般浪漫與新奇，一舉

一動都是血與汗的流淌，骨與肉的鑄就，是創世神自我生命的

幻化！這是中國創世神的一個重要的特點。盤古開天闢地顯得

艱辛而富有犧牲精神，他不僅以血肉之軀支撐，屹立於天地之

間，隔開了天與地，而且也在於他在完成這一偉大的成就之後

又自然幻化而為日月星辰，山脈河流，花草樹木。16

盤古在創造天地的過程中，強調的是自我犧牲的精神，認真、付出，

令人感念；相較之下，蓋亞的創造是像是遊戲。這樣的區別有無影響

到中、希的文化，未來可以繼續延伸研究。

四、「二」生「三」

天地既成，當陰陽交會時，便生了三，先說說這個「生」與之前

的「生」是不一樣的。

道生一「生」，是無形生出有形，是獨立完成的「生」。《老

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道是形而上的、模糊恍惚的，但其中

有象有物，道能夠無中生有、虛中生實，道生一「生」是由無到有、

由概念抽象落實到實象具體的能力。

而一生二的「生」是分，渾全的元一分陰分陽，陰陽各自得道

的一部分，各有所失落，必須結合才能發揮道的創生能力。到二生

三的「生」則是有性生殖了，透過陰陽的交互作用，生出新的產物。

每降落一層次的生，都產出更加具體的產物，但是為了獲致具體，

會流失掉上一層次的某部分，故新產物並非完全等同於原本的母體，

而是更加偏得母體的某一部分元素。而所謂層次並沒有褒貶之意，

單純就自抽象層落至具象層的改變而言。

一生二就是蓋亞獨立生出兒子――天空之父烏拉諾斯這個階段，

自此之後，陰陽二分，陰是蓋亞，陽是烏拉諾斯。蓋亞之後再與自

己的兒子烏拉諾斯生了十二泰坦，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展開了有

性生殖，進入二生三的階段。我們發現，蓋亞同時具備完全獨立的

無性生殖能力，以及與對象結合交換的有性生殖能力，可為靈活變

化之至。牟宗三說：「心境不單單要處在無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妙，

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反過來說就是道的有

性。道德經通過無與有來了解道，這叫做道的雙重性（double 

character）。道能隨時無，隨時又有徼向性，這就是道性。」17

但是烏拉諾斯曾經聽過一則預言，就是他將會被他的兒子所取

代，於是烏拉諾斯便將自己與蓋亞的所有孩子全部一起禁錮在大地

的洞穴或縫隙中。蓋亞十分痛心，拿起一把鋒利尖銳的鐮刀，對著

自己體內的孩子們說：「你們的父親是錯的，除掉你們的父親。」

當其他兄弟姊妹都退縮不敢為時，十二泰坦中只有克羅諾斯（

Cronus）接下鐮刀，承擔起夜襲父親的任務，給予父親致命一擊，

一個不死之神雖不致命，但失去了神力，本色盡失。

克羅諾斯開始炫耀自己的勝利，連父母都畏懼他三分，父母分

別偷偷向他預言，他將也會被自己的兒子奪去權力。這預言讓他坐

立難安，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明瞭子女的破壞力，因為他的父親正是

他自己手刃的。於是在他與他的泰坦姊妹瑞亞結合後，只要瑞亞一

生產，他就一口吞掉自己的後代，在連續吞了五胎後，瑞亞實在捨

不得，只好把第六子宙斯藏起來，悄悄由祖母蓋亞撫養長大。當宙

斯成熟了，蓋亞說：「是時候了！」在蓋亞的協助下，宙斯釋放了

五位兄姊，成為了自由的象徵。接下來便是宙斯與其兄姊組成的世

代，與克羅諾斯與其兄姊組成世代的對戰。最後，新興年輕的世代

勝出，成為奧林帕斯諸神。

這個過程蘊含了新世代必吞噬、取代舊世代的律則，在時間的

縱軸上，長江後浪推前浪，沒有所謂的永恆，再如何強大，總會面

臨被新世代取代的時候。舊世代應該要有順時而為的自覺，不做貪

心的妄想、無謂的掙扎，宇宙既已有了時間，便沒有人能止住時間

的巨輪。不過也許是因為克羅諾斯的執著太過強烈，也可能是要強

調時間不會停止的特性，因為「克羅諾斯」這個名字代表的涵義正

是「時間」，所以這個階段強調了時間的特性，尚未啟動強大的繁

殖生育力。在神話中展現出強大創造力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下一代

――宙斯。

這個階段就是《老子•第七章》所告誡的：「天長地久。天地

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王弼曰：「自生則

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無私無我才能真正使自我受益，是正

確的處世之道。

五、「三」生萬「物」

自從大地之母蓋亞與自己的兒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陰陽結合

後，獨自創生的這種能力便不復見了，而二者結合後生出這個階段對

應到希臘神話中的代表是宙斯，宙斯幻化為各種型態，與諸女神或女

人，生出其他神或神與人的混血。他的生成能力強大無匹，做為能生

萬物的「三」，當之無愧。

三從陰陽交會而來，上可溯源至整全的道，經過層次一再降落，

三具有了明確的形體，而三必須要經過陰陽交會才能再繼續生成，無

法再依照道生一、或一生二的那種階段的生成方式來生成。希臘神話

中對應到此一個生成階段的，是宙斯（Zeus）這個世代。

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人類，宙斯是閃電霹靂的擬人化，具有強大

的創生力。在《易經‧說卦》曰：「震為雷。」〈序卦〉曰：「〈

震〉者，動也。」〈雜卦〉：「〈震〉，起也。」〈震卦〉的象徵

就是每逢春季的第一響雷――驚蟄，從天而降，直擊土地，猶如男

之精陽震觸女之濁陰，交會的剎那賦予萬物新生命。《易經》的「

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簡易，其中第一義即標幟了變化的重要、

妙用，而宙斯為「眾神與人類之父」，他的對象除了女神，也有人

類，他為了成功地生衍繁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得以與各女

神或女人交配。他在和前妻密蒂斯（Metis）、密蒂斯的妹妹記憶女

神穆妮摩西尼（Mnemosyne），與元配赫拉（Hera）交合時，故事中

尚沒有提到其形體外在的變形，或許是因為不需要吧，名正言順的情

況下，單刀直入就足夠了。

但是當他看上了美麗的少女歐羅巴（Europa），為了吸引她的注

意，宙斯化身為雪白的小公牛，沒有少女不喜歡可愛的動物的，歐羅

巴當然也受到小公牛的吸引，忍不住上前去與之嬉玩，就這樣生出了

三個神人混血兒，都成了人間的國王，死後是陰間的法官，宙斯則以

歐羅巴之名，命名歐洲大陸。後來宙斯看上了公主達妮（Danae），這

位公主的父親阿高斯國王，也被預言其孫子會奪取他的王位，便將自

己的女兒禁錮在高聳的銅塔中，宙斯便化身為一場黃金雨，狂風大作

飄灑入塔，滲透了達妮的軀體，寂寞鬱悶的達尼公主彷彿久旱逢甘

霖，誕下一名男孩，不過這名男孩長大後果然應驗神諭，殺死了外

祖父。

宙斯看上了厄多里國公主麗達（Leda）時，化身為白天鵝，麗達

公主禁不住可愛小動物的誘惑，與之玩耍，後來生下兩顆蛋，其中一

顆是雙蛋黃，孵出後來引發克洛伊之戰的美女海倫（Helen）與克麗泰

梅斯特拉（Clytemnestra），另一顆產下迪奧斯寇利（Dioscuri）。

當宙斯看上自己女兒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的女侍從卡利斯托（

Kallisto）時，是直接變成自己女兒的樣貌，以求接近卡利斯托，這樣

一段同性戀的結果，還生了一個帥氣的兒子阿卡斯（Arcas）。後來因

為赫拉的忌妒，把卡利斯托變成一頭母熊。當阿卡斯成為一風度翩翩

的少年獵人，差點錯手射殺自己的母親，宙斯終於現身，將阿卡斯也

變成一頭小熊，再昇到天上，成為大熊與小熊星座。

河神之女安緹奧匹（Antiope）在大樹下休憩時，宙斯化身為人身

羊腳的人接近她；當看上美少年加尼密地（Ganymede）時，宙斯化身

為一隻老鷹，用爪子將加尼密地攔腰抓住，以喙銜住他的頭髮，張開

強勁的雙翅，將加尼密地擄回奧林帕斯山，加尼密地接受了為眾神侍

酒的工作，開朗活力的個性深受眾神喜愛，傳說他也是宙斯的愛人，

這就是水瓶星座的由來。

宙斯的兄弟海神波賽頓（Poseidon）也不惶多讓，追求元配海上

精靈安菲翠媞（Amphitrite）時，波賽頓變身成一隻海豚，直接以海豚

的姿態就跟人形態的安菲翠媞交合，誕生了人首魚尾的人魚王子特里

同（Triton）。

宙斯、波賽頓為求生衍而變形的神話故事不勝枚舉，其實與《

周易》的思想相通――變化是為了生存，為求生存就必須施展變通。

《周易‧繫辭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陰陽互異的形式

是沒有固定，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要隨機應變，不停創造新方法以

達成目標，「《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法生衍、路走

不下去的時候，就有變化的需求，如果有變的能力，則能解決這個

問題，突破這個檻兒，便可繼續長久經營下去。宙斯這個階段是上

古時代天地神人尚通的階段，沒有道德禮儀的規範枷鎖，只要能夠

解決生存問題者，就是大能者。《周易‧乾卦》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王弼注曰：「天也者，

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

能永保无虧，為物之首，統之者豈非至健哉！大明乎終始之道，故

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

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乘變化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太和，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宙斯遇到困難障礙，永遠剛強地堅持其靈

活性，不斷想方設法、變換形體來突破困境，以求順利繁衍生殖，

這種通便應機的能力，符合了三生萬物中的「三」其強大的衍育能

力。

而從道德經的角度看，「一」代表道體陰陽未分的渾沌狀態，

即「無」；「二」代表陰陽兩分的狀態，牟宗三主張即「無」與「

有」；那麼「三」、「玄」為「無」、「有」的周轉無止，變化無

窮。牟宗三說：

有不要脫離無，它發自無的無限妙用，發出來又化掉而回到無，

總是個圓圈在轉，不要再拆開來分別的講無講有，而是將這個

圓圈整個來看，說無又是有，說有又是無，如此就有一種辯證

的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出現。有而不有即無，無而不無即

有……這個圓周之轉就是「玄」。……無性有性是道的雙重性，

有無合一為玄就是具體的道，才能恢復道的創造性。……「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的玄，就是創造萬物的根據。18

「三」、「玄」與宙斯強大的衍育能力亦是符合的。

六、結論

從神話的角度配合哲學的宇宙論，更能看出「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法則不只是數量的增多，實屬「生」能力的改

變，與層次的降落。隨著每一個層次降落，道都更加具體，但也失落

了一些形上的抽象質素，並且不能獨立自生，必須透過陰陽交會的方

式來創造。

經過比對，各歷程可得出下列重點：第一、在「道生一」的階

段中，追溯中國之道體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道家之道體兼含有理

性與非理性、秩序與無序的涵義，這涵義同見於希臘神話中之卡俄

斯，但是在西方哲學中卻是失落的。而且此時的生是創生，道體可

以獨立完成生。第二、「一生二」的階段即是從天地未分到分天分

地，這個階段的生也是獨立完成的此時生是分，以自分的方式來產

生。中國與希臘分天地的神不同，在希臘是蓋亞，於中國是盤古，

擬人時所偏好的性別不同，創世的方式也不同。蓋亞多取材自身之

外，如遊戲一般的隨意創造，盤古則犧牲自我，將身軀血肉化為宇宙

自然，宗教情感濃厚。第三、「二生三」的階段，此時的生有別於前

，是透過陰陽交合的方式而生，不再能夠獨立完成，在希臘神話中是

從大地之母蓋亞與其子天空之神烏拉諾斯結合，誕生諸神展開。第

四、三生萬物，希臘神話中具有強大衍育能力的便是宙斯，宙斯為

了生衍不停變化形態，以求能突破困境成功繁育，這樣的精神與《

周易》「變通」思想相通，也與《道德經》的「玄之又玄，眾妙之

門」相通。

希臘神話中創世與諸神神話由寡而眾、層層降落的繁衍過程，

與道家思想不謀而合，可說是普世萬物演變之通理。

參考書目

(一)經籍

1.清．郭慶藩編，民．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群玉

堂，1991年。

2.吳怡：《新譯老子解義》，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

3.朱永嘉、蕭木注譯：《新譯呂氏春秋》，臺北：三民書局，

1995年。

4.陳鼓應、趙建偉著：《周易注譯與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97年。

5.王繼如譯注，許嘉璐、梅季坤主編：《淮南子譯注》。臺北：

建安出版社，1998年。

6.王邦雄：《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臺北：遠流出版社，

2010年。

(二)現代書籍

1.傅偉勳：《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65年。

2.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

3.愛迪斯．赫米爾敦著、宋碧雲譯：《希臘羅馬神話故事》，臺

北：志文出版社，1986年。

4.黃晨淳編著：《希臘羅馬神話故事》，臺中：好讀出版有限公

司，2001年。

5.唐娜．喬．納波里著、魏靖儀翻譯：《國家地理希臘神話故事

――天神、英雄與怪獸的經典傳說》。臺北：大石國

際文化，2015年。

(三)期刊論文

1.王家傳：〈後現代主義視域下看老子關於道的思想〉，南京社

會科學學報第四期，2008年。

2.武絨：〈中西創世神話之比較〉，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第九期，

2009年。

3.賴錫三：〈《老子》的渾沌思維與倫理關懷〉，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九期，2015年。

191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 3：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徵稿啟事 

亞洲崛起下的 21 世紀，台灣在人文社科領域具有樞紐

的地位，邁入新世紀後，歐亞語言教育及研究之跨域整合面

臨蛻變及創新之挑戰。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致力於歐

亞文學、文化、語言教學及跨域的研究與推廣；隨著全球化、

國際化、數位化的 Society5.0 到來，歐洲與亞洲之語言及教

育文化亦隨之產生新的變革。因此，為因應上述的社會發展，

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之研究，業已成為未來需進一步探討

之重點。 

歐亞語文學院以《歐亞語文研究》為主軸的系列叢書，

自 2016 年 3 月出版第一冊之後，迄今已邁入第三冊，專書

內容係以校內外學者之研究成果為基礎，每篇論文皆邀請專

家學者匿名審查，經過外審制度篩選後出版。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第三冊之主題為：「歐亞語文創新跨

域教育」歡迎校內外教師及研究人員踴躍投稿，冀望能夠從

跨域及創新的觀點，拓展歐亞研究的新視野。 

 

一、徵稿對象：歡迎校內外教師及研究人員投稿。 

二、徵稿主題：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1） 歐亞語文教育創新教學模式 

（2） 全球化時代下的跨域教育 

（3） 多元評量與學生學習成效 

（4） 其他跨域之相關研究 

三、撰寫語言：投稿語言種類不限。 



四、徵稿截止日：2020 年 7 月 31 日。 

五、投稿方式：電子投稿，來稿格式需依本專書規定格式撰

寫，並檢附如下文件： 

(一)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作者親簽完之掃描檔)」(格式

敬請至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網頁下載) 

(二)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作者親簽完之掃描檔)」

(格式敬請至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網頁下載) 

(三) 「投稿文章電子檔(以 Microsoft Word 檔形式繳交)」 

(四) 上述資料敬請 Email 至

euroasian.college@mail.wzu.edu.tw ，主旨請標

註：投稿《歐亞語文研究叢書》。 

六、篇幅限制：每篇著作以不超過一萬五千字為原則。 

七、審查方式：每篇文章將邀請二位專家學者進行匿名審查，

通過後予以刊載，故文中請勿出現足以辨識作者身份之

資訊。 

八、注意事項： 

(一) 每次投稿每人以一篇為原則，不接受一稿兩投，故

未獲知結果前請勿投寄其他刊物。 

(二) 本叢書刊登之著作，其版權歸本校所有，作者擁有

著作人格權，文責由作者自負，非經本學院同意，

不得於其他刊物再發表。 

(三) 因無限制審查委員回覆審查意見之語言類別，若投

稿者不諳中文，請另尋協助，本學院不負翻譯責任。 

九、稿件格式： 

(一) 統一規格 

1. 版面：A4 大小。 

mailto:euroasian.college@mail.wzu.edu.tw


2. 邊界：上下邊界各為 2.54cm，左右邊界各為

3.14cm。 

3. 字體：中文：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4. 字級大小：論文篇名(粗 18、置中)、作者姓名 

(粗 14、置中)、「摘要」字樣(粗 12、置中)、

摘要內容、關鍵詞及論文本文(細 12)、本文中

小(副)標題(粗 12)、註腳(細 10)。行距：單行

間距。 

5. 起始行縮排；左右對齊。 

6. 註釋一律採註腳方式，置於該頁下方。 

(二) 其他 

1. 無論以何種語言撰寫，皆須同時檢附： 

(1) 中文篇名、作者姓名、摘要、關鍵詞。 

(2) 外(英)文篇名、作者姓名、摘要、關鍵詞 

2. 各語言摘要文字以一項內為限，且不同語言之

摘要各自獨立成一頁。 

3. 論文標題置中，題目上、作者中、摘要下。題

目與作者間、作者與摘要間皆空一行。 

4. 作者姓名處，以註腳方式載明服務單位及職稱。 

5. 引用文獻格式： 

(1) 中文文獻資料之引用：採用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集刊》格式。 

(2) 英(外)文獻資料之引用：採用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MLA) 或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6th edition. 





歐亞語文研究叢書：歐亞語文創新跨域教育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初版發行       定 價　NT 490 元

董 莊 敬

張 暖 彗

出版社 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106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104 號 7 樓之一

TEL：+886-2-2700-4625 FAX：+886-2-2700-4622

編   著 

發 行 人   

ISBN 978986556005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2020








